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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依據動機的人際歸因理論，本研究提出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之歸因歷程模
式，研究目的為（1）建構幼兒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歸因歷程模式，運用結構方
程式進行檢驗，以實徵資料驗證模式適配度；
（2）分析教學年資在教師歸因歷程
模式的調節效果；
（3）檢驗教師效能信念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調節效果與中介
效果；
（4）採用質性研究方法，探討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時的歸因歷程現象；
（5）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作為幼兒園教學、輔導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與觀察、訪談研究方式來蒐集量化與質性資料。量化研
究部分，以研究者自編「教師處理幼兒在校行為問題問卷」為研究工具，正式有
效樣本為 684 位在幼兒園服務的教保人員，量化資料以描述統計、結構方程模式
SEM 及多群組樣本分析進行考驗；在質性研究部分，以苗栗縣勝利幼兒園（化名）
的四個教室情境為觀察場域，以四位幼兒園老師為訪談對象，質性資料透過質化
分析軟體 MAXQDA 的協助來建立編碼。
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一、本研究修正後之「幼兒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歷程模式」
，包含控制性歸因
向度、幼兒原因、責任判斷、生氣情緒、與負向因應策略等變項，獲得實證資料
的驗證，可以用來解釋幼兒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時的歸因歷程情形。各變項關
係為：幼兒原因歸因與控制性歸因向度對責任判斷有顯著的直接效果、責任判斷
對教師生氣情緒與負向因應策略皆有顯著的直接效果、教師生氣情緒對負向因應
策略的使用有顯著的直接效果。
二、教學年資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不具調節效果。
三、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不具調節效果。
四、教師效能信念對包含幼兒原因、責任判斷、生氣情緒與負向因應策略之
歸因歷程模式具有中介效果，是幼兒原因對責任判斷的中介變項。
五、透過質性研究，發現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時的歸因歷程現象，確實存
在教師歸因、情緒反應、責任判斷、未來期待、與因應策略等歷程。

關鍵詞：教師歸因歷程、行為問題、結構方程模式、教師效能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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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based on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theory of motivation, attempted to
construct the teachers’ attributional process model for the young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 in the preschool,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were: (1)to construct the teachers’
attributional process model for the young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 in the preschool
and to verify the goodness of fit between empirically observed data and the model with
the theory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SEM); (2)to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eaching years in the teachers’ attributional process model; (3)to analyz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latent variables in the teachers’ attributional process model due to teachers'
efficacy beliefs; and to test teachers' efficacy beliefs in the teachers’ attributional
process model with the mediating effect; (4)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phenomenon of the teachers’ attributional process for the young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 (5)to make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s, as teaching,
counseling and future research reference.
This study adopt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methods to
collect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The quantitative study subjects were 684
teachers in the preschool. The instrument was "teachers deal with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 in the preschool questionnaire". The obtained quantitativ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nd multi-sample SEM
analysis. About the qualitative study, researcher observed in four classroom settings of a
preschool in Miaoli County.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interview were four preschool
teachers. The qualitative data coding used the MAXQDA software.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ing.
(a)In this study, the teachers’ attributional process modify model, contains
controllability, children reasons, responsibility judgments, anger, and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variables, can be used to well explain the empirically data.Between the
relations of each latent variable, there were some results: (1) Controllability, children
reason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direct effects on responsibility judgments variables; (2)
iii

responsibility judgments variable significant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direct effects on
teachers angry emotions and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variables. (3) teachers angry
emotion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direct effects on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variables.
(b)There wasn’t moderating effect for teaching years of teachers to teachers’
attributional process model.
(c)There wasn’t moderating effect for teachers’ efficacy beliefs to teachers’
attributional process model.
(d)The effects of responsibility judgments and children reasons are mediated by
teachers’ efficacy beliefs variable.
(e)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the phenomenon of
children problem behavior existence of teachers’ attribution, emotional response, the
responsibility judgments, future expectations, and coping strategies.

Keywords: teachers’ attributional process, problem behavior,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teachers’ efficacy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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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先陳述進行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進而說明本研究將探討的研究問題，
最後針對研究中的重要概念進行名詞定義的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幼兒園是幼兒第一次的學校教育經驗，亦是其學習社會化之初始時期，此一
階段的教育目標及內容側重生活行為面的經驗學習，兼具保育與教育的功能，以
人格養成及生活教育為主要目標。在幼兒園中，幼兒教師是幼兒之學校生涯的第
一位正式教師，是幼兒的重要他人，他們朝夕相處，相處的時數僅次於幼兒的家
長，師生關係緊密且互動頻繁，連結著學生所有的學習成效，幼兒教師對學生各
方面的影響力不言而喻。研究者曾擔任幼兒園教師，並在培訓幼兒園教保人員的
學校機構服務多年，要輔導職前教保人員進行校外機構實地實習，評估其實習表
現，對於真實的幼兒園教室現場有深刻的觀察與體認，發現幼兒的行為問題著實
是幼兒教師定會面對的教室難題。許多研究（Brouwers & Tomic, 2000; Feitler &
Tokar, 1992；簡楚瑛，1996；江麗莉與鍾梅菁，1997；林一鳳，2003；鄭彩惠，2006）
皆指出，學生的行為問題通常是教師壓力和教學困擾的來源。而且依據現行教育
部對「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之規定，有關處
理幼兒行為問題的課程--幼兒行為觀察與幼兒行為輔導等二個課程是必修之教育
方法學課程的學科，是有意成為幼稚園教師者皆必須修習幼兒行為相關之科目，
顯示學生的行為問題是身為教師必定面臨且待解決的難題與挑戰。由此可見，幼
兒教師具備觀察、輔導及處遇幼兒行為問題的能力之重要性。為協助教師理性思
考幼兒行為問題，增進其教學效能，是以本研究主題設定為幼兒行為問題。
要有效解決兒童的行為問題，端賴是否了解成因而對症下藥，找出行為問題
的原因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Fields, Perry, & Fields, 2009；吳明隆，2001）
。個體
歸究事件原因的知覺就是所謂的歸因（attribution）
，歸因是個體由刺激事件推論原
因的心理歷程，會影響其後來的行為，可視為事件與行為間的中介歷程（mediating
1

process）
（鄭慧玲與楊國樞，1977）
。在教師歸因特定行為問題之實證研究方面，
Weiner 的歸因理論提供後續研究的理論架構（Dobbs & Arnold, 2009；Guttmann,
1982；Mavropoulou & Padeliadu, 2002；Poulou & Norwich, 2002；姚惠馨，2002），
回顧多數研究係以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目前國內外極少研究係針對幼兒教師的
歸因來進行研究，其中針對幼兒行為問題議題之研究更是付之闕如。故，本研究
為暸解國內幼兒教師對學生行為問題的歸因知覺，將研究對象設定為任教於學齡
前教育機構的教保人員。
Weiner（2000, 2005, 2006）之動機的人際歸因理論主張重要他人，例如父母
或老師，會根據考試或行為表現，來評估個體在歸因的傾向，並判斷個體對於表
現的結果是否有責任，依據不同的評估結果，重要他人會產生正向或負向的回饋，
如幫助或忽略。教師就如同在法庭內的法官一般，依據客觀的行為結果，理性地
統整訊息及證據，判斷學生對行為問題的責任程度，依循規則和道德標準來引發
後續的情緒反應、行為回饋、和對未來的期待，這一系列的運作包括了認知、情
感和行動。以歸因的控制性向度舉例來說，當教師知覺到行為問題是學生可以控
制或可以負責時，會感到生氣，而生氣情緒將引發一系列的反社會行為，包括懲
罰和訓斥；反之，當教師知覺原因是學生無法負責或控制者，將感到同情或憐憫，
而後引發幫助的行為（Weiner & Reyna, 2001; Weiner, 1995, 2000, 2005）。如上述
隱喻來說，做出行為問題的學生好比法庭中的被告，教師是審理案件的法官，教
師歸因歷程的運作就如同司法系統的法官心證，要蒐集各種證據，聽取被告的說
法，依據自己對案件的信念、想法和經驗，來做出對個案的判決與處遇。當教師
面臨肇因於錯綜複雜的個人與情境因素之多面向幼兒行為問題時，教師若只憑著
個人直覺的推理，往往會做出激烈、負向的因應情緒與行為，嚴重者可能會傷害
幼兒，違反兒童福利宗旨，變成“不適任法官”。有人提出教師情緒管理的理論
主張，來「圍堵」管理教師的情緒，但研究者認為圍堵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味地要教師管理及控制自己的情緒，只有處理到問題的表象，應從問題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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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來進行「疏導」，因此，當然要知道形成教師情緒與因應行為的原因，因為
歸因理論提出歸因是前置事件與後續行為之間的中介變項，說明了對事件的原因
知覺會影響個體在事件後的情緒表現與因應行為。因此，研究者認為若能將教師
歸因歷程予以系統化，加以驗證，建構出教師對學生行為問題的歸因歷程模式，
協助教師對學生的行為問題做出適宜的認知判斷與輔導處遇，使得老師不至於成
為不適任教師，此為本研究的最初想法。
Weiner（2000）提出二個可應用於研究教室情境和動機的歸因理論—動機的個
體內歸因理論（intrapersonal attribution theory of motivation）與動機的個體間歸因
理論（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theory of motivation）
。前者主張個體會將自己成就的
成功或失敗歸咎於某一可能因素，引發自我導向的（self-directed）的思維和情緒，
又稱為自我歸因（self-attribution）
（李新民、李建興、陳嬿旨、蘇文嫻與林美杏，
2006）
；後者主張重要他人會評估個體的行為表現成敗的可能因素及責任歸屬，然
後引發他人導向（other-directed）的思維和情緒，又稱為他人歸因（other attribution）
（韓貴香，2010）或社會歸因（social attribution）
（李新民等人，2006）
，而且這二
種動機系統彼此是緊密互動且相互作用。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一辭在本研究將沿
用 Weiner 的用字以「人際歸因」稱之。
Weiner（2005）的人際歸因理論不只探究人們對學業失敗事件的歸因歷程，
還以生病、求助行為、攻擊行為、及順從權威等社會行為為目標事件來建構歸因
歷程模式，顯示教室經驗中的人際歸因理論，除了可解釋教室情境中的教師行為
動機，且不限於只解釋與成就相關的行為，並確實可應用於改善教室中的問題
（Weiner, 2006），係探究教室內學生行為問題歸因的良好理論基礎。因此，本研
究既以幼兒行為問題為目標事件，建構教師對行為問題的歸因歷程模式，將符應
Weiner 所建議者。是以本研究將以動機的人際歸因理論作為研究架構擬定的理論
依據，以幼兒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歸因知覺為中介變項，進行實證研究來分別
檢視教師歸因在處理幼兒行為問題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而建構符合幼兒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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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情境的教師歸因歷程模式，此為本研究的首要動機。而且目前探究教師對行為
問題的歸因之研究焦點，仍多侷限於了解教師對學生行為問題的原因推論（Goyette,
Doré, & Dion, 2000；Guttmann, 1982；Ho, 2004；Mavropoulou & Padeliadu, 2002；
張彩云與申繼亮，2008），較少針對教師歸因歷程之認知、情感和行動運作之過
程進行研究（Bandura, 1997），因此，我們對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歸因歷程所
知甚少，有待本研究進行實證研究。
由於學齡前教育的施教對象的年齡還小，他們的學習正在起步，需要充足的
時間以及老師耐心的引導，幼兒教師的工作除了教學，還包括對幼兒的保育及照
顧，工作內容包羅萬象，反映出教師角色的多元化，及工作性質之複雜度。對內，
幼兒教師必須在複雜的教室情境中做出決策；對外，社會的普遍價值期待教師對
幼兒的看法要積極且正向的，並相信每位幼兒都是可以成長的（陳娟娟和陳淑琦，
2001）
，教師被預期要幫助兒童，氣憤與懲戒等負向情緒及報復行為是不被允許的
（Weiner & Reyna, 2001）
。以一則真實新聞為例，話說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的
新聞報導（莊志偉，2010）
，內容指出：

在大陸吉林省某一間幼稚園的午睡時間，老師正趕大家到休息室睡覺，一位 3
歲幼兒站在門口，正在脫鞋要進入屋內，他對老師說：「妳幫我脫。」，老師口氣
兇惡地回答：「自己脫！」，幼兒回答：「我不會！」，接著電視畫面顯示老師在旁
雙手抱胸，維持兇惡的口語說：「不會就不要睡覺，自己把那個拽下來，脫！使
勁！」。後來，因為幼兒多日不肯上學，父母在幼兒的頸上裝針孔攝影機，才揭露
老師對幼兒的粗暴行為，最後，這位老師被園方解雇。
在這個新聞事件中，教師在面對幼兒不自己脫鞋的行為時，為何回應出粗暴
言語等負向的行為？從動機的人際歸因理論來剖析，我們推測這位教師可能將幼
兒不自行脫鞋的行為歸因為可控制的原因，如缺乏努力，認為幼兒是會自己脫鞋
的，只是不肯多嘗試努力，覺得幼兒要負最大責任，所以引發她氣憤或惱怒的情
緒，進而對幼兒的求助不予理會，且大聲斥責，於此，教師的行為動機得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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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依據歸因理論的假設，若這位老師將幼兒的行為歸因於不可控制者，
如天資、能力不足，認為幼兒可能尚未發展完成生活自理能力，無法負起責任，
則出現同情或憐憫的情緒，進而會回應幼兒的需求，動手協助幼兒脫鞋。故事若
發展至此結局，幼兒的需求獲得滿足，這位老師的因應策略也符應目前大眾對幼
教工作的期待，將不致遭受撻伐而能繼續工作。由此顯示，教師對行為問題的歸
因在其做決定的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可視為行為問題事件與教師教學
行為間的中介歷程，證實了教師歸因在師生互動上，當面臨學生行為問題時做出
決策判斷及處置的重要價值。
依照一般社會大眾的經驗判斷，似乎教學經驗豐富的資深教師較會做出正確
的處遇，我們不知道這個新聞事件的老師教學經歷或年資為何？若是一位較資深
的老師面對此事件是否會有不同的歸因及作法？有的研究（Mavropoulou &
Padeliadu, 2002）發現，擁有較多教學經驗的教師，會將行為問題的原因歸至外在
因素；有的研究（施香如，1990）則提出年資不會造成歸因的顯著差異。因此，
進一步比較教學年資對教師歸因歷程的影響，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黃儒傑（2004）的研究比較資深與初任教師的成敗歸因發現，初任教師對自
己的效能信念較低，比較容易會將教學成敗歸因於自己的努力情形，而想改變教
學計畫工作，多努力準備。於是自我效能程度的不同會造成教師在歸因過程的顯
著性差異。Silver、Mitchell 和 Gist（1995）亦指出高低效能信念會造成不同的歸
因，而這些歸因又與後續的效能評估有關，尤其將失敗表現歸因於內在和穩定因
素時，會降低個體的自我效能。由此可知，教師自我歸因對教師效能信念具有預
測作用，二者具有相關，互為因果。尤其教師歸因與教師效能感已被證實能影響
教師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Georgiou, Christou, Stavrinides & Panaoura, 2002；
Mavropoulou & Padeliadu, 2002；Silver, Mitchell & Gist, 1995）
，顯示教師效能信念
在教師歸因領域研究已逐漸被重視，不過目前國內研究多從國小教師教學成敗的
自我歸因來分析其與效能信念之關係，幼兒教師歸因的相關研究付之闕如，故本
5

研究擬以幼兒教師為對象，探討教師效能信念對歸因歷程的影響。教師歸因與教
師效能信念的關係多從自我歸因理論來進行分析，缺乏以人際歸因理論為基礎的
實證研究。故為釐清教師效能信念在本研究建構之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效果為
何？因此，本研究動機三，係將教師效能信念推測為調節變項及中介變項的角色，
以進行檢驗。
由於人際歸因理論係建立於西方社會文化的脈絡背景下，是否適用於解釋台
灣的幼兒園教室的真實情境，畢竟多數文獻認為華人社會的文化有其獨特性，屬
於集體主義的思維，不同於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思維（韓貴香，2010），由此可
知，文化因素亦將影響教師的歸因（Clark & Artiles, 2000；Ho, 2004；Rodriguez &
Tollefson, 1987）。因此，我國幼兒教師的歸因歷程是否符合人際歸因理論的主張，
仍有待後續研究檢驗。然而測量歸因的方法，包括獨立測量、自我內在評量及開
放式反應等三種方式（Elig ＆ Frieze, 1979），前二者屬於量化研究設計，後者較
偏向質性研究設計，自我歸因與人際歸因理論建立的一系列研究設計便是採取量
化取向，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亦多數採取量化研究設計。然而，此種作法在蒐集
大樣本資料的優勢下，卻失去了填答者可與研究者商議其歸因的意義或訊息之機
會，無法深入問題核心，取得較完整的資料。Hareli 與 Weiner（2002）曾建議藉
由一系列的小故事（vignette）來開始檢測教師歸因，後續可進行問卷調查或內容
分析等方法，亦提到結構性訪談法特別在測量教室情境中的情緒是有用的。由此
可知，透過質性研究取向來測量教師歸因是可行的。承接本研究首要動機，擬檢
驗歸因理論模式應用在台灣幼兒園教室情境的可行性，建構出符合幼兒園教室情
境的教師歸因歷程模式，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除了採取與歸因理論建構時相同
的量化研究設計，亦將使用質性研究設計的觀察研究法和訪談研究法來獲取有效
且符應真實情境中的教師歸因訊息，以作為解釋量化研究結果的真實資料，此為
本研究動機之四。
總而言之，研究者欲以人際歸因理論為基礎，透過量化的實證研究，建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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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對行為問題的歸因歷程模式，來了解教師處理幼兒行為問題的認知歷程，並藉
由質性研究結果來解釋量化研究所建構的歸因歷程模式，提出符應教育現場的合
宜解釋，以提供幼兒園教學、輔導之參考基礎。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據上所述，本研究針對幼兒園教室情境中的幼兒行為問題，檢測教師歸因的
歷程，及教師教學年資、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影響；並運用質性
研究來解釋真實情境中的教師歸因歷程之樣貌。
本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建構幼兒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歸因歷程模式，運用結構方程式進行檢驗，
以實徵資料驗證此模式的適配度。
（二）分析教學年資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調節效果。
（三）檢驗教師效能信念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調節效果與中介效果。
（四）採用質性研究方法，探討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時的歸因歷程現象。
（五）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作為幼兒園教學、輔導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二、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探討的研究問題為：
問題一：本研究建構的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歸因歷程之理論模式與實證資料
之適配度如何？
問題二：比較資深教師與資淺教師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中的反應是否一致？
問題三：比較高低教師效能信念程度的教師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中的反應是
否一致？
問題四：教師效能信念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問題五：真實教室現場的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歸因歷程的看法與做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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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探討更加清楚明確，茲將研究中所陳述的重要名詞進行解釋。

一、幼兒園教師
幼兒園為服務二至六歲兒童之學齡前教育機構，依照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
八條規定幼兒園內應置園長、教師、教保員、助理教保員等專任教保服務人員；
在第二十條規定明白指出教師係指具幼稚園教師資格者。不過，在社會實務運作
層面，所有的教保服務人員皆被社會大眾稱為「老師」
，就連同事間彼此也互稱為
老師。因此，在本研究中，將教師一詞泛指實務上在幼兒園任教的教保服務人員，
包括園長、教師、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另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只限在桃竹苗
地區幼兒園工作的老師們，所以，在本研究中所指之幼兒園教師係指在台灣桃竹
苗地區幼兒園任教的教保服務人員，在本研究中簡稱幼教師或幼兒教師。

二、幼兒行為問題
本研究之行為問題的定義將從教師中心的評估角度來界定，將行為問題界定
為：發生在幼兒園教室情境中，幼兒做出違反教師認定的標準或常態之行為，不
被教師接受而造成班級常規的問題。在本研究中，經先行性研究結果，將行為問
題定義為發生於幼兒遊戲情境時，與搶奪玩具有關所發生的打人行為。

三、教師歸因歷程模式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
本研究將教師歸因定義為教師對學生行為問題的原因知覺推論及判斷之過
程，並導引後續的責任判斷、對未來的期待、情緒與因應策略。教師依據幼兒行
為問題發生的情形，歸因行為問題的原因來源（幼兒本身原因）
，及評判歸因二個
向度（控制性、穩定性）的程度，判斷幼兒對行為問題的責任程度，引發教師後
續的生氣或同情類情緒反應、對幼兒未來的期待、與因應策略，這一系列的運作
過程包括了認知、情感和行動，稱為教師歸因歷程。
在本研究的教師歸因歷程中，歸因向度僅包含控制性與穩定性二個向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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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是個體知覺影響因素為他人意願所能控制的程度，分為可控制與不可控制兩
類，操作型定義為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的幼兒教師歸因量表上第 13、16 題的填答
得分情形，分數愈高表示受試者知覺影響因素為個人意願所能控制的程度愈高。
穩定性向度是個體知覺影響因素的性質穩定性，在類似情境是否具有一致性，操
作型定義為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的幼兒教師歸因量表上第 14、15 題的填答得分情
形，分數愈高表示受試者知覺影響因素的穩定性愈高。
在本研究的教師歸因歷程中，原因來源係指幼兒本身因素，包含先天因素及
後天因素，其操作性定義為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的幼兒教師歸因量表裡-原因來源
分量表的填答得分情形，分數愈高表示受試者知覺行為問題發生的原因來源為幼
兒本身的程度愈高，反之，代表受試者知覺行為問題發生的原因來源為幼兒本身
的程度愈低、為幼兒本身以外原因的程度愈高。
本研究綜合歸因理論相關文獻，以 Weiner（2000, 2005, 2006）的動機的歸因
理論為架構，建立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歸因歷程模式，包括幼兒原因、控制性
歸因向度、及穩定性歸因向度等三個自變項，以及對未來期待、責任判斷、生氣
和同情類情緒、與因應策略等依變項。

四、責任判斷
責任的認定並非一個全有或無的推斷，而是在重要性或程度上做變化，本研
究教師歸因歷程裡的責任判斷變項係探究當教師知覺行為問題發生，判斷幼兒須
負責任的程度。其操作性定義係指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的幼兒教師責任判斷量表
的填答得分情形，分數愈高代表受試者認為行為問題的發生，幼兒應承擔的責任
程度愈高。

五、情緒
依照人際歸因理論的主張，本研究僅探討教師歸因與生氣及同情這二類情緒
的關係。故在本研究中的情緒反應係指幼兒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情緒反應，
分為生氣類與同情類情緒二個層面。生氣情緒的操作性定義係指受試者在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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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的幼兒教師情緒反應量表第 1、4 題的填答得分情形，分數愈高代表受試者覺
得自己對行為問題的發生，產生生氣情緒的程度愈高。同情情緒的操作性定義係
指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的幼兒教師情緒反應量表第 2、3 題的填答得分情形，分數
愈高代表受試者覺得自己對行為問題的發生，產生同情情緒的程度愈高。

六、未來期待
在本研究中，期待是指教師對幼兒未來成功的期待，意即教師對幼兒未來成
功改善行為問題的可能性。其操作性定義係指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的幼兒教師未
來期待量表量表的填答得分情形，分數愈高代表受試者認為幼兒未來會成功改善
其行為問題的可能性愈高。

七、因應策略
所謂因應策略在本研究中係指在行為問題發生的當時，教師針對行為問題之
處理策略，與行為發生後設立教學目標所進行的系統化教學行為不同。本研究將
因應策略分為正向策略（如幫助）及負向策略（如懲罰）
。正向的因應策略傾向於
積極地改善行為問題的作法，屬於功利目標；而負向的因應策略偏向於消極性的
懲罰作法，為了讓學生付出代價、記取教訓，屬於報應目標。
正向因應策略的操作性定義是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的幼兒教師正向因應策略
分量表的填答得分情形，分數愈高代表受試者會使用正向因應策略的可能性愈
高；負向因應策略的操作性定義是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的幼兒教師負向因應策略
分量表的填答得分情形，分數愈高代表受試者會使用負向因應策略的可能性愈高。

八、教師效能信念
教師效能信念是教師對自己能否有效完成教學工作的信念知覺與專業堅持，
分為一般教師效能感與個人教師效能感二個構念（郭彩虹，2001）
。本研究以受試
者在研究者自編的幼兒教師效能信念量表上的填答得分情形作為操作型定義，得
分越高者，代表受試者之效能信念越好，反之，得分越低者代表效能信念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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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依據本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本章將分三節來進行文獻探討：第一節為學前
兒童行為問題之探討；第二節為探討教師歸因之理論基礎；第三節為教師對行為
問題歸因歷程模式之建構。

第一節 學前兒童的行為問題
學前兒童的行為問題之探討
行為問題之探討
幼兒園是幼兒第一次的學校教育經驗，亦是其學習社會化之初始時期，此一
階段的教育目標及內容側重生活行為面的經驗學習，以人格養成及生活教育為主
要目標。與國小的教學環境相比，幼兒園典型地具有較多的活動，且結構性較低，
因此可能引發出較多的行為問題（Arnold, Williams, & Arnold, 1998）
，由此可知，
學齡前兒童的行為問題的確存在。本節將分別從行為問題的意義、類別、及成因
說明探討之。

一、行為問題的定義
行為問題的定義與界定
行為問題的普遍性定義有其困難性，因為不同的行為理論基礎對行為問題的
定義與界定有所不同。甚至，行為觀察評定者的身分不同（如父親、母親、教師、
醫生等）
，其對行為問題的界定亦有所不同（Campbell, 2002；Gresham, Elliott, Cook,
Vance, & Kettler, 2010；張琇茹，民 2010）
。
在教育的情境中，大多數的教師皆可毫無困難地定義學生的行為問題
（Papatheodorou, 2005）
，進行教師中心或學生中心的評估（黃月霞，2002）
，前者
強調學生行為對教師的影響，評估重點在於教師的需求、願望、和方便，例如楊
碧桃（2001）將行為問題定義為老師不希望學生表現的行為，又 Kauffman（1997）
定義行為問題是一項判斷的事件，是根據明確的或絕對的價值系統所做出的武斷
決定；而後者強調學生的能力、動機和身心安全健康，如王月貞（2003）將行為
問題定義為幼兒與其生活環境（包括人、事、物）互動中，所表現出對自己及他
人不適當的行為，其行為造成學校活動正常運作之干擾與影響，或形成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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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緊張及影響學習，又 Arnold 等人（1998）將行為問題定義為攻擊的、具敵意的
或不順從的行動，包括打人、推擠、言語攻擊、霸佔玩具、與不理老師的要求。
在學校裡，要判斷學生是否出行為問題，多半從社會規範與生活適應兩個標
準來評估，從社會規範的角度而言，若是學生的行為違反團體生活規範，妨礙他
人的行動或學習，造成他人的困擾或不安，則為偏差行為；從生活適應的角度而
言，學生的行為若使得自己陷入情緒困擾或思考困境，無法以有效的行為來面對
解決困難，也是偏差行為（洪莉竹，1997）
，由此可知，評估幼兒的行為是有問題
的，多半會從教師與幼兒的角度思考，換句話說，當此行為是造成老師或別人問
題，抑或對幼兒本身造成問題時，則被認定為行為問題。
由上述可發現，所謂的行為問題（problem behavior）
，經常與偏差行為（abnormal
behavior）
、不當行為（misbehavior）
、不適行為、行為異常（behaviour disorder）
或行為問題（behavior problem）等名詞互用（陳幗眉與洪福財，2001；曾端真，
1998；黃月霞，2002；許惠萍，1996）
。這些名詞雖異，若從教師中心的評價觀點
來看，皆具有行為偏離正常發展的標準或常態之意涵。所謂的常態指的是大部分
同年齡幼兒在類似環境中所能預期的狀況，而定義會依照對象、時間及定義者的
看法、態度和經驗而變化（Rogers, 2004）
，不同的教師對行為問題的界定與看法會
不同。換言之，當某位幼兒的行為，不同於大多數同年齡幼兒在類似環境中出現
的行為或違反眾多幼兒遵守的行為規範時，將可能被教師評估為行為問題。因此，
行為問題意指個體出現了不能被其情境所接受的行為，或是其行為不在人們所能
接受的常規範圍內（曾端真，1998）
，一般而言，幼兒行為問題可謂是所有不被教
師接受的負向行為之統稱。
Barrow（2002）由生態系統的觀點（ecosystemic perspective）來定義行為問題，
認為行為問題無法從行為發生的社會情境脫離，是社會情境的一部份，它具有二
個要素：行為本身和對行為的知覺範圍。舉例來說，小聲地說話在許多教室裏不
是問題，但是，假使教師要求要全體安靜，那麼小聲地說話將被知覺為行為問題。
12

就如同曾瑞真（1998）所言，行為發生於情境之中，兒童的行為問題必須置於情
境的系統中來了解，才有意義。吳明隆（1998）亦表示偏差行為是一種相對性的
概念，常會因社會情境、時間、地點、風土民情及價值觀念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因此每個社會對偏差行為界訂的標準是不一致的。在幼兒園教室裡，幼兒行為規
範主要是由老師所制定，其好壞對錯之評定也是由老師來判定的，在幼兒園教室
中界定行為問題時，教師的評價具有重大的影響力，換言之，教師可能會以自身
的背景、社會價值觀、理論趨向、容忍度、因應的能力及其對兒童發展和行為的
期待等等為依據來對幼兒行為加以評估及界定行為問題的操作性定義。
Wood 等人（1982）建議兒童行為問題的定義，應包含六個要素，以有助於了
解教育情境的目標（引自 Papatheodorou, 2005）
：
1.干擾者要素，問題的焦點是誰或什麼事?
2.行為問題要素，如何描述行為問題?
3.情境要素，行為問題發生於何種情境?
4.被干擾要素，誰認為這行為有問題?
5.操作者要素，誰使用的定義和區別干擾與非干擾行為？
6.功用要素，所使用的定義是否形成介入和方案評估的評量與計畫？

綜上所述，有鑑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幼兒園教師，因此，本研究之行為問
題的定義將從教師中心的評估角度來界定，依循 Wood 等人的建議，將行為問題定
義為：發生在幼兒園教室情境中，幼兒做出違反教師認定的標準或常態之行為，
不被教師接受而造成班級常規的問題。

二、行為問題的
行為問題的類別
分類系統能為教育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間建立起對兒童行為的溝通橋樑，並
透過資訊的收集，學校教育人員能評估兒童的行為型態，進行有意義的實務應用，
例如，針對兒童的行為問題來設計預防和介入的方案（DiStefano & Kamp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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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行為問題的分類如同它的定義一樣，難有定論，不同的專業領域其評估分
類也有所不同。曾瑞真（1998）提到目前有臨床取向、實證研究取向及行為發展
的觀點等三個主流的行為問題分類系統，下列研究者將依此分類方式，並增加教
師觀點的分類方式，整理相關資料說明之。
（一）臨床取向的分類系統：
臨床取向的分類系統：
以精神疾病的診斷與統計手冊（DSM；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為主，是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所出版，主要目標在於提供臨床醫
療執業之指引。臨床取向的分類系統係以精神症患的診斷為主，手冊中將兒童的
偏差問題歸納為五類（引自許惠萍，1996）
：
1. 智能方面：包括不同嚴重程度的心智發展遲緩。
2. 行為方面：包括注意力缺陷過動異常、行為偏差、及敵對反抗偏差等。
3. 情緒方面：如分離焦慮偏差、嬰幼兒依附反應偏差等。
4. 生理方面：嬰幼兒的餵食偏差，如神經性厭食症；固著性動作偏差及其他
的生理性異常，如口吃等。
5. 發展方面：廣泛性發展障礙，如自閉症、學習障礙、感覺統合失調等。
由上可知，DSM 適用於醫學、心理學、及精神科學對行為的診斷，卻不適用
於教育情境下讓教師實施的學生行為評量。
（二）實證研究取向的分類系統：
實證研究取向的分類系統：
以統計方法將兒童的行為問題予以分類，又稱為多變數取向（multivariate
approaches）
。實證研究取向的分類最具代表性者為「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統
（Achenbach System of Empirically Based Assessment）
，簡稱 ASEBA」
（http://www.aseba.org）。Achenbach 以多年的實證研究基礎，建構了學齡前期量
表，包含以下兩個量表：1 歲半至 5 歲兒童行為檢核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For
Ages 1½ -5；簡稱 CBCL／1½-5）及 1 歲半至 5 歲兒童--照顧者或教師報告表
（Caregiver-Teacher Report Form For Ages 1½-5；簡稱 C-TRF）
。這二份量表將學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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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兒童的行為問題內容分為七個症候群，包括情緒反應、焦慮／憂鬱、身體抱怨、
退縮、注意力問題、攻擊行為，加上睡眠問題。前四項為內化量尺，第五與六項
為外化量尺。茲將國內外有關幼兒行為問題之實證研究取向分類，整理如表 2-1。
表 2-1

實證研究取向之行為問題分類內容整理表

出處

量表名稱

Merrell
（2008）

3-6 歲幼
Preschool and
兒
Kindergarten
Behavior Scales（2
版）
；簡稱 PKBS-2

Gresham
與 Elliott
（2008）

Social Skills
Improvement

對象

3-18 歲

行為問題的分類
包含社會技巧量表與問題行為量表。
問題行為量表分為：
1.外向性行為問題（Externalizing）
2.內向性行為問題（Internalizing）
包含社會技巧、問題行為與學業能力
等分量表。問題行為量表有 5 部分：
1.外向性行為
2.霸凌行為

System—Rating
Scales；簡稱

3.過動/不注意
4.內向性行為
5.自閉症光譜（Autism Spectrum）

SSIS–RS

許惠萍
（1996）

幼兒問題行為評量
表

幼兒

社會攻擊、消沈退縮、焦慮情緒、學
習問題等四類

陳介宇
（2006）

幼兒情緒與行為問
題檢核表

幼兒

1. 內隱性問題（含焦慮、退縮、情緒
反應與身心症狀等四個向度）
2. 外顯性問題（含不注意/過動、與
攻擊/違抗等兩個向度）
3. 其他

由上可知，對於幼兒行為問題的分類，傾向於歸納為外向性及內向性行為問
題二個向度。前者包含過動、衝動或攻擊行為等；後者具有壓抑的、如焦慮般的
症狀與社會性退縮之行為特徵（Baker, Grant & Morlock, 2008）
。而且，內向性行為
問題不像外向性行為可直接觀察到，多涉及個人主觀的知覺和狀態，較難以觀察
（黃月霞，2002）
。
總言之，這些量表或檢核表應用在教育現場上，皆具有診斷篩選疑似特殊需
要兒童的功能，在幼兒行為問題的相關研究方面，多倚重這些具有實證基礎的評
量表來進行不同類型行為問題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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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為發展的觀點：
行為發展的觀點：
此分類觀點認為行為問題是發展上的適應現象，亦即在進行兒童行為問題的
診斷分類時，必須從兒童在不同發展階段的適應性行為之觀點去衡量，而不是將
其當成一種固定不變的特質或症狀。許多橫斷性與縱貫性的研究皆已發現，行為
問題的種類隨年齡而有所改變，一般而言，從學步期至青少年期的行為問題皆可
分為外向性與內向性行為問題二者（Campbell, 2002）
，而某些特定行為會維持或增
加，有些則會減少或消失（Bub, McCartney, & Willett, 2007）
，通常內向性行為問題
隨著年齡而增加，外向性行為則減少，特別是攻擊行為（Frigerio, Cattaneo, Cataldo,
Schiatti, Molteni & Battaglia, 2004）
。
另外，由於此觀點認為兒童的行為問題具有被改善的潛能，只要給予有效的
輔導，便能重回正常的適應途徑。由此可知，幼兒的行為問題時常被理解是短暫
的發展現象，是解決問題的嘗試錯誤過程（Papatheodorou, 2005）
。於是，有些學
者亦從輔導或教育導向來進行分類，茲將此觀點的分類結果綜合整理如下：。
表 2-2 行為發展觀點的行為問題分類內容之整理表
研究者

分類依據

使用行為
Essa
（1990） 改變技術
周天賜等
譯
（1996）

行為問題的分類

對象
幼兒

1.攻擊及反社會行為：包括打人、咬人、向別人
扔東西、傷害他人、說髒話、罵人綽號、不與
人分享、賄賂、偷竊、不聽話。
2.違規行為：破壞團體活動、擅自離開教室、在
教室漫無目的亂跑、在教室內大叫、摔丟物品
東西製造噪音。
3.破壞行為：撕書、破壞玩具、丟東西到馬桶裡
沖掉、浪費紙張、破壞他人作品。
4.情緒及依賴行為：愛哭、發脾氣、噘嘴、吸吮
拇指、尿濕褲子、黏纏、引人注意、發牢騷、
自我刺激。
5.參與社會與學校活動：不參與活動、不參加社
會遊戲、在團體時間會害羞、只玩同一玩具、
不做大肌肉活動、不參加扮演遊戲、不說話、
注意力短暫。
6.飲食行為：偏食、過度好吃、不良食進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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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研究者

行為發展觀點的行為問題分類內容之整理表（續上頁）

分類依據

高月梅與 幼兒期常
張泓
見

行為問題的分類

對象
幼兒

（1995）

過動症、自閉症、攻擊行為、嫉妒行為、退縮行
為、破壞行為、殘忍行為、欺騙行為（偷竊說謊）
、
性別倒錯、口吃。

陳幗眉與 引起或產
洪福財
生兒童不
（2001） 良適應行
為的身心
因素

兒童

1.生理發展方面的不良適應行為：指與兒童生理
活動有關的行為問題，意即與吃喝拉撒睡等日
常行為有關的問題，如偏食症、遺尿、咬指甲
等等。
2.品行發展方面的不良適應行為：指與他人互動
過程中，違背社會文化標準的行為，例如說
謊、對抗、偷竊等等。
3.心智發展方面的不良適應行為：在心理發展過
程中出現與環境適應有關的行為問題，如退縮
症、懼學症等等，以及與神經系統發育有關的
過動症、學習遲緩等等。

由表 2-2 可知，幼兒時期的所發展的行為問題與兒童或青少年時期相比，其影
響身心發展程度較為輕微，屬於教師班級經營的努力範圍。以 Essa（1990）的分
類為例，攻擊及反社會行為、違規、破壞、和飲食行為等四類較偏向於外向性問
題屬性；而情緒及依賴行為、不參與社會與學校活動等二種則偏向於內向性問題，
與 ASEBA 量表中的情緒反應、焦慮/憂鬱、及退縮等類別相似，不過，是以可觀
察的行為來命名，有別於黃月霞（2002）所提及內向性行為問題較不易直接觀察。
（四）教師觀點的分類
許多研究在進行前也會依其研究目的，先對行為問題的種類進行整理，下列
以數則研究為例，從教師知覺的角度來分析其對兒童行為問題分類的看法，包括
最常見的行為問題、及行為問題的強度或嚴重性。
張春興（1996）認為從教室秩序與團體規範之教師觀點而言，學生在教室內
表現的不當行為，大致有二類：違規行為（misbehavior）
，意指不守秩序、破壞規
範；以及在上課時間內不適於表現的不當行為（inadequate behavior）
，如在上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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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聲喊叫。簡楚瑛（1996）由造成教師困擾的角度，收集 137 位老師認為幼兒一
天各個時段出現的行為問題，結果歸納如下：
1. 自由活動時間：
「爭執」
（搶、爭吵、互相督促糾正而引起爭辯）及「喧嘩、
吵鬧、帶頭起鬨」
，此二者在幼稚園的自由活動時間是最令老師感到問擾
的問題。
2. 團體時間：依序為「不參與、不發表、在旁觀看、呆坐」
；
「不專心」
；
「在
台下說話」
；
「不按順序發言」
；
「相互推擠、插隊」
；
「不遵守規則、不聽從
指導、搶人位置、搗蛋、姿勢差」
。
3. 點心時間：依序為「邊吃邊聊天」
；
「挑食或不吃」
；
「弄髒桌面或地上」
；
「吃
的速度不一」
；
「吵鬧、大聲說話」
。
4. 活動轉換時間：依序為「吵鬧、嬉戲、喧嘩、起鬨」
；
「講話聊天」
；
「不專
心」
；
「動作速度不一」
；
「對新活動排斥或回味舊活動，無法馬上進入新活
動」
。
5. 分組時間：依序為「爭執」
；
「欠缺興趣、漫遊、呆坐、偷懶、不參與、興
趣短暫、或盲從」
；
「聲音太大、哭鬧、喧嘩、嬉戲或說話」
。

Walker、Bettes 和 Ceci（1984）調查 100 位幼兒教師對行為問題的看法，發現
他們認為幼兒的行為問題嚴重性依序為攻擊行為、過動、及內向。 Goyette、Doré
和 Dion（2000）調查職前教師對行為問題的知覺，將國小學生的行為問題依強度，
分為三等級共 19 種行為，等級越大強度越大，如下表 2-3。
表 2-3 兒童行為問題的等級與類別
等級

種類

初級

分心、聊天、遲到、未穿制服、擅離教室

次級

四處開玩笑、吵鬧、騷擾、製造噪音、改變活動、故意違反規則、
不參與

第三級

批評、破壞教材、攻擊、帶頭做危險事件、沒禮貌、嘲弄、反抗教
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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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Goyette 等人發現，職前教師觀察到的行為問題比率，22.7％為初級、42.2
％為次級、35.1％為第三級，初級行為問題中最頻繁出現的是聊天（48.8%）
，次級
行為問題中出現較頻繁的是改變活動（25.1％）
；第三級行為問題中出現較頻繁的
是反抗教誨（30.5％）
。換言之，改變活動（altering the activity）是職前教師們知
覺到小學生最常出現的行為問題。
（五）小結
總上所述，我們可知行為問題的評定與分類，將依研究者的理論基礎、研究
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資料分析方法等等的不同，而產生不同分類結果。
在本研究中，對於行為問題的評定，採取行為發展觀點與教師觀點，將先廣泛地
蒐集教師認為在幼兒園教室最常見的行為問題種類，再依行為發展觀點中 Essa
（1990）對行為問題的分類來進行評定與選擇的標準。

三、行為問題的
行為問題的成因
在幼兒發展的過程中，遺傳與環境、成熟和學習這四大因素，一直交互影響
著其行為的發展。遺傳與親代傳承的基因有關，是先天的，也是個體的內在因素；
環境是個體生存所在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是後天的，也是影響個體發展的外
在因素。所謂成熟，是指個體的身心隨著年齡增長而變化，受遺傳影響，由內在
機制所主控；而學習是指個體的行為隨著經驗的累積或練習而改變，是屬於後天
的原因（龔如菲、陳姣伶、李德芬與游淑芬，2001）
。雖然，遺傳與環境在幼兒行
為發展的影響上各自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近年來交互作用的模式觀點兼備遺傳與
環境因素的重要性，已廣被接受及應用。總言之，從一出生，幼兒便與其相關的
環境產生連續且動態的交互作用，形成發展。
雖然行為問題發生的原因錯綜複雜，當教師發現學生有不當行為發生，應探
究其背後真正原因，是生理因素、物理因素或心理社會因素，而後根據原因採取
適宜的介入策略，以達治本及治標的目的（吳明隆，2001）
。本文將從交互作用觀
點，認為行為問題與其他行為一樣，都是個體本身因素與個體外部因素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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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黃利與劉培英，2007）
，綜合相關研究與主張將從個體本身與個體外部因
素等二大方面，分述如下：
（一）個體本身
個體本身因素
本身因素
個體本身因素，又可視為個體內在因素，包括生理層面、心理層面與智能層
面。生理層面包括先天遺傳及後天型塑的外表特徵（如性別、身體疾病等等）
、先
天氣質、動作協調能力或身體健康狀態等等，這些特徵會直接影響幼兒的行為，
亦間接影響與他人互動的方式，及他人對其的看法。有研究以橫跨不同年齡層的
兒童為對象，成人評估其在問題行為量表上的結果，已證實遺傳對某些特定行為
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力（Rhee & Waldman, 2002；Saudino, Carter, Purper-Ouakil &
Gorwood, 2008）
。
氣質是兒童與生俱來的行為模式，主要來自遺傳或先天體質，具有相當的穩
定性，包括活動量、適應度、趨近度、情緒強度、注意力分散度、堅持度、規律
性、反應閾、情緒本質等九個向度。許惠萍（1996）研究幼兒氣質與問題行為的
關係，結果發現不同的氣質特徵可能引發不同的問題行為，包括：
（1）適應度低、
堅持度低的幼兒容易出現各類問題行為。
（2）活動量、情緒強度較高的幼兒出現
較多的社會攻擊及學習問題；較低則容易出現消沈退縮與焦慮情緒。
（3）注意力
分散度較高的幼兒出現較多的問題行為。
（4）趨近度低的幼兒容易引起消沈退縮、
焦慮情緒與學習問題；趨近度高則與社會攻擊有關。
由學生的心理層面來分析，行為問題常被視為兒童為了謀求或逃避某項事物
而運作產生的（Papatheodorou, 2005）
。由此觀之，動機是兒童行為問題的原因之
ㄧ。黃月霞（2002）認為行為問題有三個不同的動機來源，而一種行為問題有可
能包含三種動機來源，這三種動機層次為：
（1） 試驗性：動機為好奇心和過度涉入，兒童有意去探討環境，以滿足其
好奇心。
（2） 由社會影響導致：動機是有意去取悅和認同重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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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烈需求未能滿足導致：動機是兒童由於健康情況和對生活經驗缺乏
能力去因應。
換言之，兒童的行為問題可能受社會環境中的物理條件及學習他人等情形的
影響，產生動機有意地去做出行為問題，以滿足其心理需求，顯示出兒童具有自
我控制的能力。溫淑盈（2004）透過家長及班級導師之問卷調查，以國小一年級
學生為對象並追縱至三年級，進行縱貫性研究發現，造成兒童行為問題之主要因
素為自我控制，與家庭結構、功能較無關，並主張及時改善兒童低自我控制，將
可減少日後行為問題發生。
（二）個體外部因素
個體外部因素包括家庭環境、學校環境和社會因素，其中以家庭環境與學校
環境因素與幼兒的關係更為緊密，是幼兒最早接觸社會化的後天情境。說明如下：
1.家庭環境因素：屬於後天的環境因素，包括各種家庭結構、父母管教和訓誡
方式、親子互動、家庭作息、經濟狀況等等（姜得勝，2004）
。
對於學齡前兒童而言，家庭的影響很大，Rogers（2004）認為在進入學校時，
幼兒已經是帶著符合社會環境需求經驗的主人了。他的家庭型態、他的情緒生活、
廣泛的學習經驗及價值觀等，全已促使他選擇性的解釋，如何與他人相處。換言
之，幼兒可能受家庭價值觀、家庭運作功能、結構上的貧富或生活條件等幼兒與
教師皆不能掌握的因素，來影響他在學校的行為表現（陳紀萍譯，2006）
。在各種
影響兒童發展的家庭因素中，家庭的結構與類型、家庭教養方式與態度、家庭感
情氣氛及互動所起的作用是最為重要的因素。
Patterson、DeBaryshe 和 Ramsey（1989）整理分析具有反社會行為兒童的家庭
特徵是：父母的管教方式嚴苛且不一致、父母很少關心或參與孩子的活動、孩子
的行為缺乏管教和督促。涂惠琴（2001）的研究發現母親與國小高年級子女間親
子關係不良者，其子女會有較多的行為問題。由此顯示，親子互動關係與家庭的
教養方式對兒童行為問題形成與養成具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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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因素：包括課程內容與安排方式，教師、行政人員及職員的教學及工作
效能，學校作息排定及教室設備等（吳明隆，2001）
。其中的教師因素在預防和影
響學生的行為問題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已有證據顯示正向的師生關係能為兒童
提供保護作用，緩衝掉有害的危險因子，並且教師規劃具有規範的情境與過程，
對具有重大行為問題的兒童，能提高其正向的適應及改變，而且良好的師生關係
能預測學生擁有成功的學校適應（Baker, Grant, & Morlock, 2008）
，所以教師能在
教學情境與教學態度方面發揮教師的影響力。Essa（1990）與 Rogers（2004）從教
師對學生行為的影響力來分析，分為教師能直接改變與無法改變的因素，整理如
表 2-4 所示。由表 2-4 可知，教師能直接改變的因素多屬於教師教學能力所及的領
域或條件，包括改變教室情境與班級經營策略等等；而無法改變學生的因素，則
包含學生先天遺傳與後天家庭環境因素。
總之，兒童行為問題的發生，可說是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及其交互作用所衍
生者。身為教師該如何明察秋毫、由果溯因來進行歸因，以採取有效因應措施，
正考驗著教師的教學專業智慧。在本研究中，探討教師針對幼兒所發生的行為問
題，從幼兒本身因素（先天與心理）等二大方向來分析教師歸因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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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分
類

教師對學生影響因素之整理

Essa（1990）
引自周天賜（1996）

教師能直接改變的因素

（1）物理環境的安排：環境會助長或
抑制某些行為的發生，如空曠的教室
易使兒童相互追逐。
（2）對兒童發展水準的不當期待：若
期待或環境不適合其年齡發展，則易
發生偏差行為。
（3）管教訊息的不一致。
（4）對刺激過於敏感：有些兒童可能
會因過度的顏色、噪音、活動量等刺
激負荷不了而有偏差行為。
（5）缺少明確的規則。
（6）引人注意。

教師無法改變的因素

（1）兒童健康問題：因兒童身體不舒
服而有的行為反應。
（2）過敏：有些兒童的行為會受食物
或環境過敏的影響。
（3）營養不良：行為受飲食的影響，
如不吃早餐可能會易發脾氣；營養不
均衡可能會影響其能力表現。
（4）感官缺陷：行為因視覺、聽覺等
問題影響。
（5）家庭壓力或變化：指兒童因已習
慣的日常例行作息的突然改變，也不
了解發生的原因而產生的偏差行
為，如父母分居、新生兒的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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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s（2004）
引自陳紀萍譯（2006）
可改變的學生內在因素

（1）學習慾望
（2）學習策略
（3）學習型態
（4）社交處理先備技巧
（5）自我效能
（5）先備課程知識
（6）情緒智商

可改變的學生外在因素

（1） 課程的品質
（2） 教學與互動品質
（3） 教學法相關知識
（4） 教學內容相關知識
（5） 評量品質與型態
（6） 學習環境的品質
（7） 時間和課程內容的管理與品質
（1）遺傳基因之潛能
（2）幼兒個別的健康況狀（飲食型態）
（3）對身體外觀差異的看法
（4）IQ
（5）家庭收入及資源（結構性的貧窮）
（6）家庭住房供給
（7）父母對學校的看法
（8）長時間失業
（9）家人流動性
（10）家庭成員具功能性
（11）家庭價值觀
（12）家庭史
（13）同儕的社會經濟狀態

四、教師對行為問題
教師對行為問題的
行為問題的因應策略
所謂因應策略在本研究中係指在行為問題發生的當時，教師針對行為問題之
處理策略，與行為發生後設立教學目標所進行的系統化教學行為不同。Weiner 與
Reyna（2001）將教師對學生行為問題的反應，分為二類：功利（utilitarian）與報
應（retributive）
，前者的目標是為了改變學生未來的行為，並達成降低行為問題於
社會情境中發生的可能性，如讓學生補足工作或用讚美鼓勵學生；而後者的目標
在於報復學生過去所發生的錯誤，而不是預防未來的罪行，如將學生送出班級或
拘留學生。換言之，功利目標傾向於積極地改善行為問題的作法，屬於正向的因
應策略；而報應目標較偏向於消極性的懲罰作法，為了讓學生付出代價、記取教
訓，屬於負向的因應策略。
在實證研究方面，中國教師在因應小學生行為問題之策略上，傾向於選擇讚
美好學生作為最有效和最常使用的策略，第二者為課堂後談話。隨著年級增加，
課堂後談話被視為較有效的，不過，教師們表示他們並未確實時常地使用課堂後
談話策略，來處理行為問題時（Ding, Li, Li, & Kulm, 2010）
。Goyette 等人（2000）
研究國小職前教師對學生行為問題的回應方式有二：直接回應方式，包含指定行
為、設立後果、進行暫停、給予後果、及斥責等五項，被運用於快速地中止具有
潛在性危險的表現或是非常干擾的行為問題；而間接回應方式被運用在提供學生
一種對行為合理的解釋，以確保行為不再發生，包含描述行為、陳述感覺、認清
感覺、提供理由、達成約定、鼓勵學生、忽略等七項。他們認為這二種方式並非
二種相對的管理方式，具有互補的作用，應結合使用。
王月貞（2003）綜合歸納出一般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常用之策略，依處理
策略實施的時機分為二部份：行為問題發生當時的處理策略、與行為發生後之處
理策略。而處理策略又可分為二大類，一是口語形式，用語言直接給予學生指導；
二為非口語形式，運用眼光或肢體動作等等來處理學生的行為，其研究在透過質
性觀察及訪談後，幼稚園教師處理幼兒學習行為問題之策略，以「口語指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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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施予懲罰」最少，以正向的處理策略為主，此結果符應正向的處理策略仍為
大多數教師所使用（Poulou ＆ Norwich, 2000）
。Dobbs 與 Arnold（2009）亦將教
師使用的處理策略分為正負向，他們使用教室觀察與檢核表來研究教師對個別兒
童行為問題之反應結果，並將教師行為分類為稱讚與命令二種，前者係指正向的
語彙；後者是中性-負向的語彙，皆是可觀察及可量化的口語反應，結果發現當教
師知覺到兒童有較多的一般性行為問題時，會給予兒童較多的命令語句。
綜上所述，茲依語彙及行為處理目標（功利目標與報應目標）之正負向性質，
以王月貞（2003）的歸納版本為基礎，將處理策略分類整理如表 2-5 所示。與口語
指導有關的正向策略包括提醒、轉移幼兒注意力、催促、說道理、幽默感、交換
條件、指導、適當使用獎勵、使用競賽方式、調整座位、與指令等十一項；與口
語指導有關的負向策略包括口頭糾正、責備、隔離、寫悔過書、適當增加額外作
業或工作、警告或威嚇、取消權利、重複惡劣動作產生厭倦、及扣分等九項。而
非口語形式的正向策略為出面協調一項；非口語形式的負向策略則包括訓練小老
師、以嚴厲的目光注視、教師停止說話、施予體罰、暗號、漠視、以情緒方式表
達、摸頭、頻敲桌子或樂器、與帶離教室等十項策略。
表 2-5

行
為
問
題
發
生
當
時
之
處
理
策
略

正負向
正
非口 負
語形 負
式
（非 負
負
直 負
接 負
指 負
導）
負
負
負

一般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常用之策略

處理策略
舉例說明
出面協調
如「這是你的嗎?可不可以借他用一下?好不好?｣
訓練小老師
如訓練小老師管理秩序:「請小老師幫我記名字｣
以嚴厲的目光注視 如:「以嚴厲的目光注視有行為問題之幼兒，直至他
發現並停止行為問題。｣
教師停止說話
教師沉默不語，直到干擾行為停止。
施予體罰
如「雙手放在頭上｣、「罰站｣、「打手心｣、「打屁股｣
暗號
如數數「1、2、3｣、「大白鯊……｣
漠視
(非忽略)若是為引起老師注意的行為，則不予理會。
老師以情緒方式表 直接告知「老師生氣了｣、「老師不喜歡…｣、「老師
達
喜歡｣、「老師喉嚨好痛…｣。
摸頭
如摸(點、敲)講話幼兒的頭，以示警告。
頻敲桌子或樂器 以示警戒，提醒違規同學注意。
帶離教室
如委請園長或其他老師代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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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一般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常用之策略（續）

正
正
正

轉移幼兒注意力
催促
說道理

正

幽默感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交換條件
指導(說明)
適當使用獎勵(精
神、物質)
使用競賽方式
調整座位
指令

負

口頭糾正(禁止)

負

口語責備

負
負

暫時隔離
寫悔過書

正負向
正

行
為
問
題
發
生
當
時
之
處
理
策
略

口
語
形
式
（直
接
指
導）

負

處理策略
提醒

舉例說明
例如:「要說話的小朋友請舉手｣、「小嘴巴閉起
來、｣、 「喔! 他們為什麼有貼紙啊?｣等等
例如:利用念兒歌、手指謠、樂器來轉移注意力
如:「趕快收﹗趕快收」
如「椅子沒有放進去，小朋友容易被絆倒、會受
傷!｣。
以教師幽默的態度因應，不僅可以化解困窘事
件，亦能把暴力化為和樂。
例如: 「你坐下來，我就告訴你怎麼玩。｣
說明較不熟悉的常規。如:「跟老師作一次｣
「他好棒，給他拍拍手｣、「請最乖的小朋友幫忙
｣、「請趴好的小朋友貼紙｣。
如:「比賽哪一組最安靜，可以先吃點心｣。
適時調整座位，避免行為問題再發生。
口氣較堅定、強硬、含命令意味。如；「再走一次!
｣、「請你跟他道歉。」
用否定的字句表示幼兒的行為是不被允許。如「不
可以插隊」、「不可以把水潑到到別人身上」
如:「第一組的小朋友太不厲害了!｣、「你不棒！不
聽話！｣
使幼兒不參加活動，如站在旁邊看或離開教室。
對屢勸不聽的幼兒，請他與老師達成協議後，自
己或由老師代筆寫悔過書，並親自簽名以示負責。
如「你沒事做了嗎?請你把地板掃一掃｣。

適當增加額外作
業或工作
負
警告或威嚇 如「長針走到三，你沒有吃完，就到別班去吃!｣、
「數到十還在說話，就請你到教室外面。｣、指名
道姓叫幼兒名字:「xxx，你注意一點啊!｣…等等
負
取消權利 如取消參加課程以外之活動:「取消你玩角落的機
會｣。
負 重複惡劣動作產 如「你喜歡跑，現在就去跑操場三圈｣
生厭倦
負
扣分
如「說話太大聲的人，扣一個蘋果貼紙。｣
註：資料來源-王月貞，2003，51 頁（研究者依正負向加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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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歸因之
教師歸因之理論基礎
理論基礎
教師歸因的理論基礎奠基於具有五十年研究歷史的歸因理論，本節將說明歸
因的意涵、教師歸因的意義、歸因理論的發展、與歸因歷程模式之理論內涵。

一、歸因的意涵與假定
歸因的意涵與假定
所謂「歸因」
，按教育部國語辭典（http://dict.revised.moe.edu.tw/）的解釋為「歸
究原因」
。換言之，當個體歸究事件的原因時，就是在進行歸因，所以，歸因
（attribution）是個體對原因的知覺。Heider（1976）表示歸因無所不在，它是我們
對環境的認知部份，當我們對所處環境產生認知運作時，便會發現歸因的出現（引
自 Hewstone, 1989）
。所以，歸因是人際知覺形成的一種過程，每個人在日常生活
中皆是質樸的科學家（naïve scientist）
，尋找現實生活事件和現象的原因。與社會
知覺有關的歸因定義，Crittenden（1983）認為歸因是一種過程，肇始於社會知覺，
透過原因判斷與社會推論而進展，結束於行為的後果（引自 Hewstone, 1989）
。還
有 Anthony（1996）認為原因信念是一種社會的現象，而不是隱私的現象，因為人
們會分享他們對事件原因的瞭解，並去了解他人對事件原因的觀點，所以要特別
注意人際溝通時表達的原因信念。
Kelley（1973）提到歸因理論不止處理社會知覺的問題，也處理自我知覺的問
題。意即分析自己的行為的原因，企求為自己行為做出合理的解釋。故 Kelley
（1967）
指出歸因是指個人從環境中的事件去知覺或推論其性質或原因的過程，其中包括
對自己或對他人行為成因的推論（引自梁茂森，1996）
。Jaspars（1983）提出歸因
是個體心理模式的建構，而不是邏輯推論的過程，尤其當沒有共變的訊息可供觀
察時，邏輯模式無法解釋某些互動的優勢。可知，歸因的定義將隨學者的研究觀
點不同，而有相異的定義。雖然如此，歸因理論有三個基本假定（Petri & Govern,
2004）
：
1. 我們的確會嘗試去決定自己和他人行為的原因：因為透過原因的推論我們
得以瞭解環境並予以控制，並藉獲得的原因來了解他人行為的動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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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與其回應。換言之，個體進行歸因的動機在於了解環境和幫助自己。
2. 行為原因的推論存在著規則，並非隨意的：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析歸因
向度之方式。
3. 對特定行為的歸因將影響後續的情緒和非情緒的行為：因此，歸因可說是
個體由刺激事件推論原因的心理歷程，會影響其後來的行為，可視為事件
與行為間的中介歷程（mediating process）
（鄭慧玲與楊國樞，民 66）
。
雖然，歸因理論將人視為科學家，會尋求了解周遭世界，以理解及控制自己
和他人的行為。然而，現實生活的事件和現象何其多，人們並不可能自動地歸因
所有的行為。未預期的事件與負向事件二者是主要可促使人們進行歸因的條件，
能引發人們對事件結果的原因尋求解釋（Eiser, 1983；Hewstone, 1989：Weiner,
1986）
。因此，歸因也可說是個人對於自己和他人行為成功或失敗原因的解釋。

二、教師歸因的意義
谷生華等人（2000）指出所謂教師教學歸因，就是教師在完成了一個相對獨
立的教學任務之後．對自己或他人教學結果的成敗原因、原因關係、原因後果以
及後續教學行為抉擇傾向的一種「由果溯因」性的認識或回答；是一種動機性認
識，是教學過程中的一種至關重要的教學觀念。李新民等人（2006）為了符應歸
因理論的意涵，將教師歸因的定義有二，將自我歸因聚焦在教師對以自己為主角
的幼兒教保事件成敗之歸因；而他人歸因（社會歸因）係為置放在以利害關係人
（幼兒、同事）為主角的幼兒教保事件之成敗歸因。
在每日複雜的教室事件中，教師並不會頻繁地對每個人或事件進行歸因。由
於認知的限制，當事件結果是負向的、非預期或重要時，對疑問的搜尋才展開，
而引發歸因的過程（Weiner, 2005）
。發生於非預期的結果發生時，尤其負向的結果
比起正向者更容易產生促進歸因的思考（Wong & Weiner, 1981）
，換句話說，人們
自動地會想對失敗進行解釋，比起成功的情況（Eiser, 1983）
。而本研究主題中所
設定的學生行為問題，其發生就常是教師無法預期而突然發生的負向教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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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視為教師教學失敗或學生學習失敗的結果。
當教師面對學生失敗情境時，會自動統整相關訊息來研判事件發生的原因，
即使蒐集到的資訊不夠豐富（Ho, 2004）
，或是這個原因不見得是確實的原因
（Pintrich & Schunk, 2002）
，仍會產生觀察者對此事件的原因知覺。由此可知，教
師歸因是教師解釋學生行為原因的主觀認知判斷過程。
本研究將教師歸因定義為教師對學生行為問題的原因知覺推論及判斷之過
程，並導引後續的情緒與行為反應，係屬於他人歸因的範疇。

三、歸因理論的發展
歸因理論的發展
自 Heider（1958）出版了「人際關係心理學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一書開始，歸因理論的研究正式邁入五十年，成為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一
個主要領域，擁有一般性實證基礎的研究方法論。對於歸因理論的發展有各式各
樣的描述，最普遍一致性的說法是 Heider 提供最初的火花，Jones 和 Kelley 帶來
易燃的木頭開始引發大火，其他人紛紛跟進，演變成森林大火，隨著時間過去，
火開始熄滅，不過仍維持一些星星之火與悶燒，這些火焰豐富了土壤，留下了給
予森林進化的養分（Weiner, 2008）
。因此，下列將從歸因理論的發展脈絡，分別敘
述古典歸因理論（the classical attribution theroy）與動機的歸因理論（attributional
theory of motivation）
。
（一）古典歸因理論
古典歸因理論是指歸因研究的先驅者：Heider（1958）
、Jones 和 Davis（1965）
、
與 Kelley（1967）所提出的歸因理論（Hewstone, 1989；Shultz & Schleifer, 1983）。
古典歸因理論著重於描述明確的歸因歷程，希望建構出一項廣泛且深入能解釋人
們歸因情形的理論，已被應用於社會心理學各種問題領域的研究（Shultz & Schleifer,
1983）
。這些研究者的共同特點是把人視為質樸的科學家，每個人皆能在日常生活
中採用類似科學家的推斷規則來進行歸因活動，強調歸因過程的邏輯性。
Heider 提出的歸因概念是人的知覺在解釋行為發生原因的一種理論，認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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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區別刺激事物本身特性和環境特性的能力，能邏輯地處理可直接觀察的行為
與不能直接觀察到的原因之間的連結。他提出二個可供選擇的行為歸因，一為個
人本身因素，為內在因素包括能力與動機（如意向、努力）
；一為個人以外因素係
指情境因素，包括工作難度與幸運（Petri & Govern, 2004）
，如圖 2-1 所示。換句
話說，行為觀察者在判斷自己或他人的行為時，會將其行為的原因歸究於能力、
動機、工作難度或幸運等問題。Heider 的歸因論給予了反對和贊同此觀點的後續
研究者方向。

有偏誤

性格（內在的）歸因

能力
2.動機— a.意向
b.努力
1.

歸因選擇向度

情境（外在的）歸因

工作難度
2.幸運

1.

圖 2-1

Heider 歸因模式之圖示

資料來源：Petri & Govern, 2004, p.319

Jones 和 Davis（1965）提出對等推論理論（correspondent inference theory）
，
系統探討人們如何推斷行為是否對應於內在特質或傾向（disposition）
，意即如何從
一個人的外顯行為，推論其內在人格特質。因為其理論假定外顯行為是由行為者
的內在人格特質所直接引起的，一個人的內在特質與外顯行為是對等一致的。對
等推論理論認為人們由外顯行為推論其內在特質的過程有二個階段（Hewstone,
1989；劉永芳，2010）
：一為意圖歸因階段（attribution of intention）
、二為特質歸
因階段（attribution of disposition）
，如圖 2-2 所示。
在對等推論的過程中，知覺者首先要確定所觀察到的行為結果中，哪些是行
為者有意做出來的，稱為意圖歸因，包含判斷行為者的知識與能力，前者是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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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者具有知道其行為後果的知識；後者是指行為者具有完成此行為的能力，接著
進行特質歸因，若行為被判斷是有故意的，知覺者便會推論此行為是否反映出行
為者的內在特質。
觀察

推論

結果 1
結果 2

知識
特質

行為

意圖
能力

圖 2-2

:
:
結果 N

從觀察行為的結果到意圖歸因

資料來源：Hewstone, 1989, p.17

特質歸因具有二個原則：
（1）非共同效應原則（non-common effect effect）
，即
當行為者的行為是獨特時，知覺者會推論此行為能對應到行為者的內在特質。
（2）
不符合角色要求或社會期望的行為：即當行為者的行為是不符合角色要求或不受
社會所接受時，知覺者會推論此行為能對應到行為者的內在特質，此乃因為他們
認為人生活於社會中將會受到社會力量的影響。由此可知，由於進行特質歸因前，
須先進行意圖歸因，所觀察的行為必須具備有意識的選擇成分，較適用於涉及選
擇和決策過程的理性行為。
對應推論理論是一種理性的基線模式（rational baseline model）
。對行為的推斷
僅限於個人內在的歸因，因此並未產生許多後續的研究，同時，Kelley 則發展出一
套比較完整的歸因理論（Petri & Govern, 2004）。
Kelley 的歸因理論是個人如何做原因解釋的理論，分析個人用於原因推論的訊
息，及訊息形成原因解釋的歷程，相信人們具有控制所處環境的需求，會從多元
的觀察來蒐集各式各樣資料，以推論行為發生原因。在所有可能的原因中，Kelley
運用共變原則（covariation principle）
，認為只有與行為或結果同時一起出現和消失
的條件或因素，才會被歸因為原因，歸因過程就是從多種可能的原因中選擇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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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真實原因的過程。Kelley（1973）指出進行歸因判斷時，可能考量人（persons）、
實體（entities）
、和時間（times）等三個條件的共變情形，他運用這三個條件的立
方體結構，來解釋個人進行原因解釋的方式。為了檢驗依變項（結果）與操弄的
自變項（條件）之間的變化，使用共變數統計分析（ANOVA）的技術，提出共變
數分析的歸因模式，運用共識性、一致性、與區別性等三個基本訊息來分析資訊
和決定解釋的方式，說明如下。
共識性（consensus）是個體反應與他人反應的異同，若當事人與其他人一樣
對某一事件有相同的反應，代表此行為的共識性高；一致性（consistency）是個體
在不同時間或不同情境下，做出相同反應的程度，若當事人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
的場合裡，某個特定反應一再地出現，則表示一致性高；區別性（distinctiveness）
是個體在面對不同的刺激事件時做出相同反應的程度，若當事人只對某一刺激事
件產生某種行為，對其他刺激事件不會，則表示區別性高。當個體判斷行為是低
區別性、低共識性和高一致性時，傾向作內在歸因；若行為是高區別性、高共識
性和高一致性時，傾向作情境歸因。
共變模式依據多元的觀察資料而來，當所觀察到訊息較不完備時，多元充份
基模（multiple sufficient schemas）與多元必要性基模（multiple necessary schemas）
二個原因基模可幫助個體進行原因推論（Pintrich & Schunk, 2002）
。原因基模
（causal schemas）是個體依據過去經驗建立起，對於特定種類原因如何交互作用
產生特定種類結果的信念、概念或觀點，是在許多場合都能使用的一般性因果概
念，能為知覺者提供快速完成歸因判斷的捷思（劉永芳，2010）
。多元充份基模係
指任何一個因素都能單獨產生同一種結果，例如努力或能力都能造成學生學業失
敗的結果；多元必要性基模則意指幾種原因必須同時起作用才能產生一種結果，
例如學生必須具備能力並有努力，才能有好的學業成就。
總言之，古典歸因理論視人為直觀的科學家，重視社會知覺，強調個人必須
處理訊息，才能進行邏輯性的推理，說明人們決定行為的原因向度，主張歸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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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是有系統的與合邏輯的。由於他們豐富的研究成果已形成了人們歸因的常識
般的規則，並為後續歸因理論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奠下基礎。
（二）動機的歸因理論
Weiner（1985）首先將歸因理論應用於教育情境，研究在成就情境中對學業表
現成敗的解釋，提出動機的歸因理論。動機歸因理論主張個體在解釋行為結果時，
個人所做的歸因是多向度的，而且個人以後類似行為動機的強弱，決定於他對以
前行為結果所做的歸因解釋。在歸因向度方面，沿用了 Heider 的內外在向度，並
結合 Rotter 的制握控制（locus of control）主張，進行多種實證研究結果而提出歸
因結構的三向度-原因來源、穩定性、可控制性，每種向度都有相符應的原因，如
表 2-6，說明如下：
1.原因來源（locus of causality）
：此向度為個體知覺影響因素的來源，分為內
在與外在因素，前者包含能力、努力、技巧、知識、情緒及健康狀況等屬於個人
本身的原因；而後者包含工作難度、運氣、教師偏見及他人的協助等屬於個人外
部的原因。
2.穩定性（stability of causality）
：此向度是個體知覺影響因素的性質穩定性，
在類似情境是否具有一致性，穩定的因素包括長期的努力、能力、工作難度、教
師偏見等，其中長期的努力因素又屬於穩定性且內在的歸因向度；另外，臨時的
努力、技巧、知識、情緒、健康狀況、他人的協助及運氣則被視為不穩定因素。
：此向度是個體知覺影響因素為個人意願
3.控制性（controllability of causality）
所能控制的程度，分為可控制與不可控制兩類，其中努力、技巧、知識、教師偏
見、及他人的協助屬於可控制因素；能力、情緒、健康狀況、難度、運氣等為個
體不可控制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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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成就歸因之三向度

原因來源
內在
外在
控制性
穩定性
可控制
不可控制
可控制
不可控制
穩定
長期的努力 天資/能力
偏見
工作難度
技巧/知識 考試當日的健 教師或同學的
運氣
不穩定
康狀況
協助
臨時的努力
情緒
註：資料來源 Pintrich & Schunk, 2002, p.117
由於能力構念反映出先天與後天的爭議，於是 Weiner（2005）從獲得能力的
。當能力的獲得是因為天賦時，如同天資的歸
路徑來建構能力構念（competence）
因屬性一樣，為內在的、穩定、且不可控制的，隨著時間過去仍維持相同，人無
法做任何改變；第二種獲得能力的路徑為學習及努力的付出，此時的能力被視為
可控制的原因，由此可知，能力的歸因向度屬性依連結天性或努力的概念而不同。
歸因理論是一種動機的認知理論，個體是有知覺且理性的決策者（Pintrich &
Schunk, 2002）
，Weiner（2006）認為事件的成因是行動的決定要素，他提出「人如
法官、生活像法庭」的隱喻，因為法官必須理性地說明證據，統整許多訊息，並
利用道德標準及文化規則等來對他人的可疑的罪過下判決，此外，法官在面對疑
犯時也會產生感覺，而這些感覺也有可能決定判決。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可避免地
會面對許多負向事件，也需要像法官一樣做判決，生活本身充滿著歸因分析及責
任推斷的情況。這個隱喻包括了一系列的認知、情感和行動，為社會行為的歸因
分析提供說明的背景。因此，他將歸因理論的主要特性整理如下（Weiner, 2006）：
1.屬於中介基礎（mediator-based）的理論，而不是調節基礎（moderator-based）
的理論：在一系列的刺激與行為反應間，歸因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影響個體的期
望及情感。動機理論必須在中介者的基礎上來創造，不具調節效果。不過，此理
論能組合文化和個別差異等作為調節變項，因為，能精進那些已被發現的通論，
而且不論何種調節變項，一旦選定原因，便能連結責任推論和伴隨的情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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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果。
2.是依據順序或連續的而非不連續的：不連續的理論，如勒溫(Lewin)的期望
價值理論、或霍爾(Hull)的驅力理論，其目的在於孤立行為的決定要素，以便詳列
出行為的決定因素間之關係，建而提出數學公式般的模式。歸因理論具有連續性，
才能以中介者的角色來探討個體思考、感覺和行動之間的關係。
3.以深入結構的動機概念為基礎，探究從思考到感覺到行為的過程，而不是表
面化結構的概念。
4.具有強烈的實證基礎：歸因概念建立在可複製的實證推論之穩固基礎上，其
實證結果是可複製的。
由上可知，Weiner 認為未來有關歸因的研究，當從變項的連續關係及中介角
色來進行複製的實證研究，或加入調節變項來精進理論模式。
（三）小結
綜合來說，Jones 和 Davis、 Kelly 與 Weiner 之歸因理論具有共同的特性，即
歸因的歷程都是以觀察他人的外顯行為為開端，其終極目的則是在探求導致此一
行動的原因。不過，Weiner 更加擴展歸因理論的概念，不只探究原因的判斷及解
釋，更進一步研究個體行為歸因與情緒反應以及後續的行為結果的心理認知歷
程，對未來歸因理論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力量。本研究依據 Weiner（2006）所
主張者，將歸因構念設定為中介變項，進行實證研究來探討個體思考、情緒感覺
和行動之間的關係，並加入教學年資、效能信念等變項來探究對歸因模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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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歸因歷程模式之理論探討
歸因歷程模式之理論探討
在 Weiner（1985）的動機和情緒的歸因理論提出之前，人們對歸因效果問題
的探討是零碎、不系統的，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其貢獻在於不僅充分意
識到歸因在情緒動機和行為產生中的作用，而且從動機和情緒心理學的高度出
發，以歸因為核心構建出一個完整的動機和情緒的理論體系，因此他不僅在動機
和情緒研究領域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歸因研究領域也是一位繼往開來的學者（劉
永芳，2010）
。因此本段將整理陳述 Weiner 的動機和情緒的歸因理論之主張。
Weiner（2000）提出二個可應用於研究教室情境和動機的歸因理論—動機的個
體內歸因理論與動機的個體間歸因理論，這二種動機系統彼此是緊密互動且相互
作用。前者簡稱為自我歸因理論（李新民等人，2006）
；後者簡稱為人際歸因理論。
此種分類符應 Jaspars、Hewstone 與 Finsham（1983）所提出社會領域之歸因的型
態由小至大，包含個體內、個體間、團體內（intragroup）
、團體間（intergroup）
、
與社會歸因（social attribution）等分類的看法。以下將綜合 Weiner（1985, 1986, 2000,
2005, 2006）的理論，分別說明這二種歸因理論之歸因歷程模式主張。
（一）動機的自我歸因理論之歸因歷程模式
動機的自我歸因理論之歸因歷程模式
自我歸因理論前者主張個體會將自己成就的成功或失敗歸咎於某一可能因
素，引發自我導向的（self-directed）的思維和情緒。受「人為科學家」的隱喻所
引導，主張個人會嘗試了解自己及其環境，在知識基礎上去行動。歸因起始於某
個成敗事件，當個體經歷到失敗經驗時，會尋求解答「為什麼」而進行歸因，由
表 2-6 可知，個體會將原因歸類於不同的向度，而這三個歸因向度續所產生的情緒
反應及行為結果也有所不同。Hareli 與 Weiner（2002）指出情緒的認知導因，解釋
在各式情境裡，情緒從對成敗的歸因中產生，屬於認知導向的情緒
（cognitions-dependent affects）
。
自我歸因的歷程如圖 2-3 所示，此歷程顯現了事件結果、結果導向情緒、歸因
取向、歸因導向情緒及心理感受、行為反應之間的關係，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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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歸因歷程起始於某項事件的結果，當個體接收到行為結果是負面時，
會產生負向的情緒，如挫折、悲傷等結果導向的情緒（outcome-dependent affects），
直接反映出結果的好壞。
2. 當接收到的結果是非預期、負向或重要的事件時，個體會想探求造成的原
因，進入歸因的前因階段（causal antecedents）
。個體依據特定訊息與歸因偏誤等歸
因的規則，來分析可能的原因，在此，特定訊息係指個人過去的歷史與社會的規
範，換句話說，個人依據自己過去的經驗、對社會規範的認知、與偏差因素做為
分析遭遇的負向事件情形之可能原因，抽取出最佳的原因，即進入原因歸屬階段
（causal ascription）
。
3. 個人會將最佳的可能原因歸因至相對應的歸因向度，產生心理的結果及行
為結果。這個歷程顯現出歸因向度對後續心理狀態與行為結果的關連性。
4. 在原因來源向度方面，內外在歸因因素與自尊（self-esteem）
、自得（pride）
的情緒有關，當個體將負向的行為事件的原因歸因為努力不夠、能力不足等內在
因素時，將會降低自尊；相反地，若將其知覺為難度高、運氣差等外在因素所造
成的，則可以保護自己、維護自尊。失敗被歸因於內在因素比歸因於外在因素更
可能降低個人自我評價（Pintrich & Schunk, 2002）
。
5. 由可控制性向度所引發的個人情緒有羞愧及罪惡感等自我導向的情緒。假
使個人將自己的行為失敗歸因於可控制時，如努力不夠，常引發罪惡感，反之，
歸因於不可控制者，如能力不足，則引發羞愧感。可控制性向度與原因來源向度
一樣，被認為能影響未達目標所引發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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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結果導向情感

歸因前事

歸因因素

歸因向度

心理結果

行為結果

認知導向情緒
成就
能力
努力
策略
工作
運氣
其他

特定資訊
a.個人過去歷史
b.社會規範
如果
正向快樂

結果

如果
非預期的、負
向的或重要的

如果負向、
挫折和悲傷

自得
原因來源

穩定性

歸因規則
歸因規則
聯合
生理特徵
個人特質
可取得者

行為者與觀察者
的觀點差異
自利偏誤

控制性

其他

圖 2-3 動機的自我歸因理論之歸因歷程模式

註：資料來源 Weiner, 2005,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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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

對成功
之預期

羞愧
罪惡感

成就
努力
強度
潛伏
堅持
等等

6. 在穩定性向度方面，穩定性與無助感、無望有關，穩定性向度與對未來的
期待有關聯，並連帶決定後續的行為結果。期待是指個體對未來成功可能性，若
個人將經歷的失敗事件歸因為穩定性的，如缺乏天資、能力，將更堅定對未來失
敗的預期，認為未來和現在一樣都會失敗，後續行為可能選擇逃避或不努力等做
法；若判斷失敗的原因為技巧不熟練或生病等不穩定性歸因向度，個體將認為未
來的結果可能會改變，後續的行為可能較積極練習技巧來追求成就。尤其對未來
成功的期望是增強或是削弱他們對先前成敗結果的歸因，失敗被歸因於穩定因素
（任務難度、能力）比歸因於不穩定因素（運氣、努力）更可能降低對隨後成功
的期望（Pintrich & Schunk, 2002）
。
7. 對成功的期待與認知導向情緒中的罪惡感、自得，能決定後續的行為，且
行為是思想與情感共同運作的機制。
8. 結果導向的情緒也可能直接影響後續的行為傾向與結果，例如失敗所造成
的悲傷情緒可能會使個體減少追求成就的行動，降低對努力的堅持。
總言之，自我歸因係指個體憑藉自己過去經驗及對所處環境的資訊的了解，
來歸究特定事件發生的原因，人們對於特定事件發生原因的歸屬，是情緒與行為
反應的重要基礎。換言之，人們會依據他對特定事件的原因歸因，來影響他對特
定事件可能採取的行為反應。
透過多年的實證研究基礎，Weiner 已建構出完備之自我歸因歷程的理論模
式，雖然國內外倚重此理論模式進行的教育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其研究主題多設
定於學生的學業成敗歸因、或對自己特定行為的歸因看法，研究對象多以學生為
主。然而，國內有關教師歸因的研究，其主題亦多針對教學成敗歸因進行研究，
研究對象則以國小階段以上教師居多，對於以幼兒教師為對象的實證研究相當缺
乏，目前僅有李新民等人（2006）之研究一篇。因此本研究將以幼兒教師為研究
對象，以檢驗理論實施的對象範圍。本研究設定幼兒行為問題為歸因事件，較偏
向人際歸因（他人歸因）的範疇，不過在教學現場，幼兒行為問題的發生或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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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教學失敗的結果，因此，自我歸因理論亦可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參考依據，
共同探討教師在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時歸因的歷程。
（二）動機的人際
動機的人際歸因理論之歸因歷程模式
人際歸因理論之歸因歷程模式
人際歸因理論主張重要他人會評估個體的行為表現成敗的可能因素及責任歸
屬，然後引發他人導向（other-directed）的思維和情緒，又稱為他人歸因或社會歸
因。動機的人際歸因理論主張重要他人，例如父母或老師，會根據考試或行為表
現，來評估個體在歸因向度上的傾向，並判斷個體對於表現的結果是否有責任，
依據不同的評估結果，重要他人會產生正向或負向的情緒回饋與行為反應，如圖
2-4 所示。
歸因的順序起始於事件的結果，由參與的觀察者（教師）來進行原因的判斷，
接著與自我歸因不同的是，歸因向度只針對可控制性向度來進行，以缺乏努力為
例，它被視為可控制的，認定學生對事件結果須肩負責任，因此激發教師生氣的
情緒，然後生氣引發教師一系列反社會反應，包括懲罰和斥責等；反之，若教師
覺得事件的原因是學生不可控制的，對負向事件的結果不須負責任，將傾向於產
生同情的情緒，接著，同情將引發教師的利社會反應，包括協助和不斥責等。情
感在決定利社會或反社會行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人際歸因理論只探究控制性與責任判斷之間的關係，認為控制性向度為有意
向性質的心理概念，能引發有意志的改變行動，較能有效地比較出評估的不同
。於是本研究基於過去研究的基礎上，將考量可控制性向度與責
（Weiner, 2006）
任、情感反應、及因應策略間的關係，同時檢驗人際歸因模式在我國學前教育情
境的符應程度。
另，由圖 2-4 左方的事件項目可知，人際歸因理論不只解釋與成就相關的行
為，適用於解釋各種發生於社會情境的行為，當然包含教室情境。因此，本研究
以人際歸因理論為理論依據，將幼兒園教室內常見的學生行為問題做為教師進行
人際歸因的負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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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Event)
學業失敗
生病
需要幫助
順從要求
攻擊別人
學業失敗
生病
需要幫助

行為反應
(Behavioral
Reaction)

責任前因
原因/型式 (Responsibility
(Cause/Type) Antecedent)
努力不夠
行為/心理
酗酒/缺乏努力
獎賞/有力人士

天資不足
身體的
身體不適/能力
不足
順從要求 懲罰/合法
圖 2-4

可控制的
可控制的
可控制的
可控制的
故意的
不可控制的
不可控制的
不可控制的

有責任的生氣

訓斥
譴責
忽略
報復

沒責任的同情

不訓斥
沒有譴責
幫助
沒有報復

不可控制的

動機的人際歸因理論之歸因歷程模式

註：資料來源 Weiner, 2006, p.39

（三）自我歸因理論與人際歸因理論之
自我歸因理論與人際歸因理論之融合
歸因理論之融合
Weiner（1995）將個人成就動機理論與社會動機理論相結合，認為這二個動機
系統皆是起源於某種結果，而結果被歸因為某種特殊的原因，該原因又根據其特
性進行分類，這些特性具有情感和認知的後果，而行為後果又具有動機意義（引
自張愛卿、鄭葳譯，2004）
，如圖 2-5 所示，圖上方的成就動機系統為自我歸因理
論的部分架構，說明了當個體面對成功或失敗事件時，若歸因於能力，此種具穩
定性的歸因向度，將產生對未來成功的期望高或低，會繼續或停止行動；若歸因
於原因的內在來源時，自己會引發自尊或自豪等情緒，進而引發個人的成就動機。
由此可知，原因的穩定性影響個體對未來成功和失敗的主觀期待，不會直接產生
認知導向的情緒，不論是自我導向或他人導向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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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下方的社會動機系統為人際歸因理論的主張，說明個體在面對他人失敗
事件時，會歸究原因的可控制性，從意圖及有無減輕責任的理由等訊息來進而評
判他人負責任的程度，而產生生氣或同情等他人導向的情緒，最後引發幫助、評
價或攻擊等等的社會行為。
Weiner（2000, 2005）亦提到人際歸因與自我歸因這二個動機系統是緊密地互
動，他認為當學生表現不佳，被老師歸因為不可控制的原因時，教師會傳達同情
和憐憫的情感給學生並提供協助，然而正向的情感訊息與行為回饋將反而被學生
視為自己能力不足的證據，形成對自己表現的歸因，提高個人羞愧感覺的可能性。
換言之，假使學生接受了教師對他的生氣情緒，代表他會將失敗歸因於可控制的，
產生內疚情緒，會激發其成就動機。
由此可知，在人際歸因理論部分較著重於歸因者的原因來源與控制性等歸因
向度在情緒反應的變化，尤其強調控制性與責任變項的關係，而後續的情緒反應
刺激了歸因者進行某些特定的行為。
（四）小結
目前有關教師歸因的研究（Guttmann, 1982；Weiner & Reyna, 2001；Georgiou
et al., 2002；Mavropoulou & Padeliadu, 2002；Norwich, 2002；姚惠馨，民 91）大多
以 Weiner 的歸因理論為基礎來進行研究。
總言之，本研究以人際歸因理論為理論基礎，參考自我歸因理論的主張，假
定教師就如同在法庭內的法官一般，面對學生在校行為問題現象，依據客觀的行
為結果，理性地統整訊息及證據，對學生行為問題進行歸因，包括原因來源、穩
定性、及控制性歸因向度的分析，並判斷學生對行為問題的責任程度，來引發後
續的認知判斷、情緒反應、和行為回饋，這一系列的運作包括了認知、情感和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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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因 後 果
結果
歸因
原因訊息
結果
歸因
原因訊息
成功

過去的成功

能力

失敗

社會標準
其他

努力
任務
運氣
其他

原因向度
原因向度

責任訊息


認知 自我導向的情緒 他人導向的情緒

堅持性
強度

自尊（自豪）

原因來源
可控制性

成就動機:

成功期望

穩定性

行為結果

選擇

內疚、羞愧

減輕的環境
意圖
其他

生氣、同情
社會動機:
成就評價
對污名的反應
幫助、攻擊
印象管理

圖 2-5 包含社會動機與個人成就動機理論的概念框架

註：資料來源--張愛卿與鄭葳譯, 2004, 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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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
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的相關研究
歸因理論提出歸因是前置事件與後續行為之間的中介變項，說明了對事件的
原因知覺會影響個體在事件後的情緒表現與因應行為。故，歸因歷程之研究的方
向有二：將原因作為依變項、及將原因信念作為自變項二者（Weiner, 2006）
，前者
的研究目的主要在獲取教師對學生行為問題的原因、或歸因方式；後者的研究重
點在於探究歸因思考對個體之影響。以下由這二個方向，來歸納說明國內外相關
研究的結果。

一、原因作為依變項
此方向探究教師歸因的研究焦點在於了解教師對學生行為問題的原因推論結
果，已有許多研究者進行。茲將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整理如表 2-7。
由表 2-7 可知，教師對學生行為問題之歸因多將學生的行為問題歸因於教師以
外的因素，如學生本身因素及學生家庭因素，而不是與教師有關的因素。這樣的
結果貶低與教師自身有關原因之重要性，如教師教學技巧、學校支持等等，有可
能忽略了重要他人的影響力，造成有影響力的重要他人逃避責任、妄自菲薄，使
得問題很難去解決。雖然如此，已有許多研究表示，教師對學生的行為問題的預
防及介入具有影響力（Baker, Grant & Morlock, 2008）
。谷生華等人（2000）認為教
師歸因不當是造成學生傷害和習得無助感的重要原因。因此，教師應盡量避免歸
因謬誤，將學生行為視為本質如此，而妄自菲薄。
其實，學生行為問題的訊息來源單從教室觀察是無法窺知其形成原因。Weiner
和 Reyna（2001）認為許多歸因判斷的決定是模稜兩可的，在真實的教室情境中可
能是矛盾的訊息，顯現行為發生原因之錯綜複雜，唯有多方觀察從學生的個人、
家庭、社區及社會等方向下手探尋原因，平心靜氣地省思問題性質與來源，不貿
然衝動地做歸因判斷，以減少歸因謬誤發生的可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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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教師對學生行為問題的歸因及後續變項之相關研究整理

研究者
後續研究方向
研究對象
歸因向度或原因知覺
（年代）
或結果
張彩云與申 國小教師 較多歸因於家庭因素和學生因
無
繼亮，2008
素，較少地歸因於教師因素和學
校因素。
溫淑盈， 6 至 8 歲兒 主要因素為兒童的自我控制，與
無
童的教師 家庭結構、功能較無關。
2004
Ding 等人,
國小教師 首要歸因於學生的特性，
調查教師常用之
如懶惰、不夠努力；
因處策略。
2010
次要歸因於不良的學習習慣。
Goyette 等
國小職前 六成的教師將行為問題歸因是 調查教師對行為嚴重性
人, 2000
教師
學生的個人特性。
程度評定及處理策略。
國小教師 教師傾向歸因於兒童，與自身有
無
Guttmann,
關的因素較不重要。
1982
中學教師 中國教師較著重家庭因素，澳洲
無
Ho, 2004
教師則強調能力。
國小教師 歸因於外在因素或情境因素。 當行為後果是嚴重時，懲
Kennedy
罰最可能出現。
Marx, 1988
家庭與有關同儕的因素。
教師人際關係的控制知
Mavropoulou 國小教師
和 Padeliadu,
覺與歸因有顯著相關。
2002

國小及國 大多歸因於學生變項，其次為家 歸因於學生動機的小學
中教師 庭變項，最後為教學變項。 教師較常使用批評策略。
1979
Poulou 和
國小教師 將情緒和行為障礙學生的問題 問卷調查對學生的情
歸因於自己以外的因素（學生本 緒、認知回應及處理策
Norwich,
身或家庭）。
略；亦調查教師本身的情
2000
緒反應。
Walker 等人, 幼兒教師
直接歸因於體質（如氣質）。
無
Medway,

1984

註：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以上的研究中，張彩云與申繼亮（2008）採用問卷法和訪談法，調查 410

名小學教師對不同類型的教室行為問題的歸因，研究發現不同類型問題之間有顯
著差異，尤其對於發生頻率高的和指向自身的教室行為問題，教師較偏向歸因為
教師因素。而 Medway（1979）使用開放性問卷調查，進行編碼分類後，發現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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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問題及行為問題的歸因上存在些許的不同。顯示當教師面對不同的行為問
題類型時可能產生不同的歸因結果，研究者推測教師對行為問題的歸因屬於特定
情境的概念，須特別注意目標行為的選擇，才能發揮研究的最大效益，此研究變
項的選擇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究。

二、原因作為自變項
由上表 2-7 可知，探究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的研究焦點多侷限於了解教師對學
生行為問題的原因推論，較少針對教師歸因歷程之認知、情感和行動運作過程進
行研究。依據整理的研究資料顯示，僅有一篇其後續研究的方向係探究教師歸因
對教師處理策略之影響（Medway, 1979）
，顯示出對兒童行為問題之教師歸因歷程
研究之缺少。
因此，本研究將以原因歸因變項為自變項，探究教師在面對學生行為問題發
生時，依據歸因情形引發的後續認知、情感和行動，並建構教師歸因歷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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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歷程模式之建構
在一系列的刺激與行為反應間，歸因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影響個體的期望及
情感。故，從教師的歸因將可預測其情感與認知的反應，以及行為的意圖，然而
這種行為的意圖將與有效的處理策略知覺相連結，最後形成執行的行為（Norwich,
2002）
。由此可知，教師的人際歸因將影響其對學生行為問題處理的情感反應、責
任判斷、對未來期待與因應的教學行為上，是謂教師歸因歷程。本節將探討教師
歸因與責任歸因、對未來的期待、與對行為問題的因應策略等概念之間的關係，
以建構完備之教師歸因歷程模式。

一、教師歸因與責任判斷之關係
由圖 2-4 可知，人際歸因理論主張歸因的順序為事件→歸因信念→責任判斷→
情緒→行動，其中與責任判斷相連結的歸因向度為可控制性。Weiner 的人際歸因
理論主張控制性歸因向度是責任變項之前提，因為責任與可控制性及意向這三者
是不同的概念（Weiner，2006）
。當個體因為年齡、心理狀態、文化規範不同，而
無法區別對與錯時，就算做了一個有意的攻擊性違規行動，也是無法做出責任判
斷的。例如當幼兒年齡太小，正處於以道德發展的無律期時，不知道何為規範，
自己根本不會產生責任的判斷，就算他可控制或是有意去做的。
責任多屬於人們對行為道德的評估，尤其當此行為造成傷害時，而評估建立
在行動者應受責罰的概念上。責任歸因的研究起始於 Piaget 對兒童道德判斷的研
究，將道德思考分為他律與自律二階段，並且主張責任概念包括客觀責任（objective
responsibility）與主觀責任（subjective responsibility）
，前者建立於規則；後者以意
向為基礎（Fincham, 1983）
。換句話說，他律道德思考的兒童根據規則來評判責任
的歸屬，而自律道德思考的兒童則以行為是否牽涉個人的意圖來做判斷。
Fincham、Bradbury 及 Grych（1990）指出責任的典型要素是可做解釋的，分
為意圖與能力二類概念，意圖係指個體是有意的，而能力是指在評估他人行為的
責任前，需對他人的三種能力的呈現予以考量，包括（1）能鑑識不適合行為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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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為的能力：
（2）能選擇避免此行為的知識；
（3）實現所選擇行為的能力。這
些能力已被發現能影響成人對兒童行為的判斷，並影響他們對此行為的情感反
應。亦有研究提到責任歸因是一項多面向的概念，包括因果關係（causality）
、知
識（knowledge）
、意圖（intentionality）
、不良的道德（moral wrongfulness）等四個
概念（Gailey, Falk, & Christie-Mizell, 2004）
。
Weiner（1995）亦明確指出責任推斷是一個有意圖（intention）的決策過程，
責任的認定並非一個全有或無的推斷，而是在重要性或程度上做變化（引自張愛
卿、鄭葳譯，2004）
，換言之，意圖是責任推斷的核心概念。而且，他將責任推斷
的過程階段化，為責任的推斷提供一個基礎，如表 2-8 所示。責任認定過程涵蓋了
原因來源（內外在）歸因向度、控制性歸因向度、及減輕責任的理由。張愛卿與
劉華山（2003）運用結構方程式檢測 Weiner 的理論假設，將行為者應承擔的責任
程度作為潛在變項，由三個觀察項目所組成：根據對其行為負有責任與否、有無
理由、以及有無過錯的程度來編製。因此，綜合上述對責任概念的理論說明，得
知責任構念可包括責任與否、理由、過錯、因果關係、知識、意圖、不良的道德
等七項次概念。
表 2-8 責任認定過程及減輕責任的策略
責任推斷過程的階段
消極（負向）事件發生

被他人歸因為當事者的原因

被他人歸因為當事者可控制的原因

沒有知覺到可減輕責任的情況

產生責任推斷

減輕責任的策略
否定結果（否認）
外化原因（找藉口）
歸因於不可控的原因（找藉口）
指出可減輕責任的情況（找藉口和辯解）
道歉和坦白

註：資料來源--張愛卿與鄭葳譯, 2004, p.209

張愛卿與劉華山（2003）的研究結果發現責任歸因與責備和安慰之間的關係
為：歸因的來源和控制性→責任推断→情感反應（生氣類情緒、同情類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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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反應策略（責備或安慰）
。而且，原因來源（內外在）和控制性歸因向度會影
響到責任推斷和情感反應，責任推斷除直接影響到行為應對策略外，還間接地通
過情緒反應，對責備和安慰發揮作用。Georgiou 等人（2002）亦運用結構方程式
檢測，發現當教師把學生的低成就歸因為努力時，將表現較多的生氣，而生氣的
出現會促使老師放棄幫助學生改善，教師放棄的行為又與其接受學生失敗的責任
之間有負相關。換言之，當教師認為學生因努力不夠而表現不佳時，會感到生氣，
覺得這不是自己的責任，便不會去幫助學生，而當教師越認為自己不必肩負起學
生失敗的責任，越有可能做出放棄幫助學生的行為。由此可知，教師對幼兒行為
問題的歸因知覺將影響其對幼兒行為的責任判斷、及本身情緒反應、與後續的因
應策略。在方法論上，目前運用結構方程式來解釋責任歸因與學生的情緒反應及
因應策略之關係已廣被接受。
綜上所述，在本研究將探究原因來源（幼兒原因）及可控制性歸因向度與教
師責任判斷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分析教師責任判斷對情緒與因應策略的影響。
本研究推論原因來源（幼兒原因）和控制性歸因向度會影響到責任推斷、後續的
情緒反應和因應策略。

二、教師歸因與教師對未來的期待之關係
教師期待的形成，首先是教師從學生的各項身心特徵中獲得對學生的印象，
然後依據其經驗、態度、價值信念或人格特性，對學生產生不同的期望，這些期
。在本研究中，
望影響教師傳達不同的情感、態度與行為給學生（郭生玉，1982）
教師期待一詞是指在教室中教師與他人交流的工作預測，教師對學生的期待受教
師對學生行為原因的思考所影響，可由歸因理論來解釋（Schmuck & Schmuck,
1997）
。依據自我歸因模式的主張，見圖 2-3，期待是指個體對未來成功的可能性，
若個人的失敗事件歸因為穩定性的，如缺乏天資、能力，將預期未來仍是失敗的，
後續行為可能選擇逃避或不努力等做法；若判斷失敗的原因為技巧不熟練或生病
等不穩定性歸因向度，個體將認為未來的結果可能會改變，後續的行為可能較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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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練習技巧來追求成就。尤其失敗被歸因於穩定因素（任務難度、能力）比歸因
於不穩定因素（運氣、努力）更可能降低對隨後成功的期望（Pintrich & Schunk,
2002）
。
透過對學生未來結果的期待之中介歷程，能解釋教師原因知覺與行為之間的
關係（Bru-Tal, 1982）
。歸因的穩定性向度與結果預期相連結，符合結果預期者容
易歸因於穩定因素，即教師預期兒童會表現出行為問題，此預期來自於教師對兒
童先前的經驗與認為兒童有此行為問題特性的信念，而且當教師歸因兒童的行為
是穩定且不會改變時，教師將較不可能選擇諮商輔導來處遇兒童（Waguespack &
Moore, 1993）
。故，教師歸因之穩定性向度將影響其對學生未來成敗的期待，期待
未來可能會成功時，比較有可能積極採取教學策略來改變兒童的行為；反之，對
未來的期待是失敗結果時，教師的因處作法將可能是消極被動，因為認定學生無
法改變的。羅玉霞（1999）訪問十位國小高年級級任教師面對學童外向性行為問
題時的知覺，結果發現老師們對行為問題學童的期望，主要是期望問題不要惡化，
以後可能很糟榚等消極的觀點。顯示當老師們面對學生的行為問題時，容易受行
為問題本身所帶來的負面觀感，產生負向期待，假使加入歸因歷程的探究，能幫
助老師了解學生的行為問題，增加其積極面對及正向期待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在本研究中，將探究穩定性歸因向度對未來期待的影響，並進一
步分析教師期待對教師使用因應策略的影響。

三、教師歸因與情緒反應之關係
由圖 2-5 可知，Weiner（1995）認為影響情緒反應的歸因向度僅有原因來源與
控制性歸因向度，原因的穩定性向度則影響個體對未來成功和失敗的主觀期待，
不會直接產生認知導向的情緒，不論是自我導向或他人導向的情緒。歸因的順序
起始於事件的結果，由參與的觀察者（教師）來進行原因的判斷，當教師知覺到
失敗事件的原因是學生可以控制時，認定學生應負起責任，教師會感到生氣，而
生氣情緒將引發一系列的反社會行為，包括懲罰和訓斥；反之，當教師知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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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生無法控制者，將認為學生不須負起責任，教師會感到同情，而引發幫助行
為，由圖 2-4 人際歸因理論架構可獲得支持。而且，可控制性歸因向度與生氣及同
情情緒的關係，已在 Weiner 歷年來的研究中獲得驗證（Weiner, 2005, 2006）
。
Weiner（2006）整理出十二種社會性情緒，又稱道德情緒（moral emotions）
，
包括羨慕、生氣、妒忌、感激、內疚、憤慨、猜忌、遺憾、幸災樂禍、輕視、羞
愧及同情等，來判斷個體在歸因後的情感表現方式，不過它們皆與控制性歸因向
度相連結。而且 Weiner 從控制性與情緒對象這二個特性，將這十二種情緒分類之
如表 2-9 所示，其中括弧中的正號(+)代表屬於正向情緒；反之，負號(-)代表屬於
負向情緒。因此我們可得知，當個體將事件歸因於他人不可控制時，會對他人產
生妒忌（出現於成功事件）
、輕視的負向情緒、或同情的正向情緒；反之當個體將
事件歸因於他人可控制時，會對他人產生生氣、憤慨、猜忌、幸災樂禍的負向情
緒或羨慕及感激（出現於成功事件）的正向情緒。
由於本研究主題是幼兒的行為問題較偏向失敗事件，而妒忌、羨慕及感激等
情緒多出現於成功事件，故不在探討範圍。而上述所列的輕視、猜忌、幸災樂禍
等負向情緒，則較不常出現於參與觀察者為教師的情緒現象內，故不納入研究範
疇，依照 Weiner 的人際歸因理論，本研究僅探討教師歸因與生氣及同情這二類情
緒的關係。
總而言之，在本研究將進行以下推論：教師進行人際歸因為幼兒可控制時，
將判斷責任歸屬於幼兒，且連結生氣類情緒；教師進行人際歸因為幼兒不可控制
時，將判斷責任不歸屬於幼兒，且連結同情類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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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社會性情緒的分類
情緒對象
自己

他人
妒忌(-)

羞愧(-)

不可控制性/能力

輕視(-)
同情(+)
羨慕(+)

相連結的
歸因向度

內疚(-)
遺憾(-)

可控制/努力

註：資料來源 Weiner, 2006, p.95

生氣(-)
感激(+)
憤慨(-)
猜忌(-)
幸災樂禍(-)

四、教師歸因與教師對行為問題的因應策略之關係
教師對行為問題的歸因，在其做決定的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Mavropoulou & Padeliadu, 2002）
，對某人行為問題的歸因如何，將會影響其對某
人的態度和行為。Waguespack 與 Moore（1993）說明歸因的三向度對教師選擇的
教育服務之影響為：當教師將問題來源歸因於教室情境以外因素者，會做出兒童
行為問題是兒童心理與家庭功能不彰所造成之描述；當教師歸因於穩定因素時對
兒童行為的信念將極不易改變，所以一旦知覺到兒童被標籤為偏差時將不會改
變，即使獲得的訊息與標籤不一致，且不會選擇諮商的方法；自陳對兒童問題有
較高控制知覺的教師將採用諮商輔導，而且假使教師能提供控制感的訊息，教師
較渴望進行諮商輔導，若給予會降低其控制感的訊息教師則偏好將兒童轉介出去。
而教師對學生在校行為問題原因的了解，將有助於其解決處理這些行為問
題。當教師對行為問題的自我歸因是內在的、不穩定的及可控制的（如教師的態
度）
，他將預期自己對行為問題的處遇是有效的；教師對行為問題的自我歸因若是
外在的、不穩定的及不可控制的（如家長嚴格管教）
，則他對教育介入成功性之預
期，將是很小的（Mavropoulou & Padeliadu, 2002）
。Soodak 與 Podell（1994）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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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將學生的問題歸因至家庭情境因素的教師，會建議家長共同參與，歸因至
學校因素者會願意進行以教師為主的教育介入策略。Kennedy Marx（1988）比較
家長與教師對小學生在校行為問題的歸因時，發現父母比教師較可能將原因判斷
著重在兒童本身，父母著重於內在的歸因，不過共同處為他們皆將較嚴重的行為
事件歸因於外在因素或情境因素，而且比不嚴重的行為後果，更有可能出現個人
的懲罰反應。以上的發現多符應人際歸因理論所主張之說法，當教師知覺到學生
問題的原因是不可控的因素時，像能力低或害羞，教師較願意採取幫助行為，反
之，當知覺到原因是不可控制時，像不努力改善干擾行為，將造成有關忽略的作
法。總而言之，教師歸因的不同將影響其對教育介入策略的期望與做法。
Weiner 與 Reyna（2001）認為教師對學生失敗的歸因決定了教師因應的目標，
亦即當失敗被歸因為可控制的且穩定時（很聰明、能力高，但很怠惰）
，報復目標
的懲罰將會增加，另一方面，當失敗被歸因為不可控制的因素或可被老師或學生
所更改的前提下（這次考試沒有時間精熟教材，所以考不好，或是本次考試很認
真努力但仍考差）
，則教師的因應目標傾向於要改變學生未來的行為。Christou、
Stavrinides 和 Panaoura（2002）的研究結果亦證實當教師將學業失敗歸因於學生的
努力不夠時，會表現較多的生氣情緒，但生氣的存在反而連結至教師有放棄努力
去協助學生改善的傾向。
控制性歸因向度能導引出後續的幫助行為，即當知覺到不可控制的情形時，
會引發同情而會答應幫助；反之，當知覺到可控制的情形時，會引發氣憤的情緒，
而氣憤會導致停止幫助（Georgiou et al., 2002）。所以，若教師將學生行為問題歸
因於不可控制因素，如先天遺傳、父母離異等等，他較能同理學生的心態，會伸
出援手或不予處罰；相反地若教師歸因學生行為問題是可控制的因素，他可能會
生氣學生的表現，不予協助或加以處罰。然而一些研究發現教師對學生負面事件
的歸因時，容易產生自利偏差（slef-serving bias）
，意即將成功歸諸教師本身因素，
將失敗歸因於教師以外的因素。因此，一旦出現學生行為問題，教師就將其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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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學生本身因素，包括努力等可控制因素，有可能造成教師廣泛地使用懲罰方式，
而非運用積極性的班級管理策略。這樣的做法不但無法真正解決學生行為的問
題，還有可能對學生的心理造成傷害。不過，Goyette 等人(2000)以自然科實習教
師為研究對象，發現實習教師的歸因型態不會影響其對學生行為問題的處理，此
結果與先前理論所主張者不相符合，Goyette 等人推測可能是因為受試者本身為實
習教師，對有關學生行為問題的歸因之重要性與推論仍然所知甚少，顯示教學經
驗的多寡有可能會影響教師歸因與因應策略間的關係。
總之，教師歸因對因應策略的影響有待本研究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本研究
推測原因來源、可控制性與穩定性歸因向度將影響教師正負向因應策略的使用。

五、小結
本研究將以 Weiner（2005, 2006）之動機的人際歸因理論為基本理論架構，結
合自我歸因理論，參酌圖 2-5 的主張來建構幼兒教師的歸因歷程模式。以幼兒教師
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歸因知覺為中介變項，進行實證研究來檢視教師歸因在處理幼
兒行為問題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解其在責任知覺、後續情感、未來期待、與
因應策略等變項的影響力。如下圖 2-7 所示，期透過量化的實證研究，建構教師對
行為問題的歸因歷程模式，來了解教師處理幼兒行為問題的認知歷程，並透過質
化研究的資料佐證歸因歷程的認知脈絡，提高對教師認知歷程之了解，提供師資
培訓單位未來在規劃有關教師知覺及幼兒行為輔導課程之參考基礎。

期 待
教師

因應

歸因

策略
責 任

情 緒

圖 2-6 本研究建構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初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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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影響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歷程
影響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歷程的因素
歷程的因素
依據研究目的，以下將從教師背景變項、文化變項、效能信念變項及常見的
歸因偏誤等探討影響教師歸因的因素。

一、教師背景變項
教師背景變項
Mavropoulou 與 Padeliadu（2002）研究發現，擁有較多教學經驗的教師，會將
行為問題的原因歸至外在因素，造成其不會對行為問題進行反省思考。洪雪萍
（1997）探討國小教師對於智能障礙的歸因情形，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特教專業訓練的國小教師對於智能障礙的歸因型態的歸因有顯著差異。
然而，Goyette 等人（2000）提到教學經驗的多寡可能會影響教師歸因型態與因應
策略之關係，施香如（1990）亦發現不同性別、年齡、服務年資、畢業科系及擔
任職務的國中教師，對學生行為問題的歸因則無差異情形。以教學年資變項來看，
顯示教師背景變項對教師歸因的影響目前尚無定論，有待更多實證研究進一步檢
驗。本研究將視教師的教學年資為調節變項，探究其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影響。

二、文化變項
Chandler 和 Spies（1996）研究文化對歸因的影響，比較 7 個西方和亞洲國家
對 11 種結果原因（包括能力和努力）的看法，結果發現在這些國家中，對努力和
能力的可控制性之知覺皆有廣泛的變異，認為造成差異可能是個別文化對能力、
努力和控制的定義不同。顯示不同文化的信念和價值將造成不同的教師歸因型
態，不過 Weiner（1985）則相信在原因穩定性知覺與期待形成之間的聯結，就算
在不同的文化也是一致的，意即在任何一種文化，若知覺到原因是穩定的，則期
待未來結果亦是穩定的。
韓貴香（2010）認為華人社會的文化有其獨特性，屬於集體主義的思維，不
同於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思維，而且亞洲國家的教師依循儒家傳統，認定教師對
學生良好行為的養成負有重大的責任。Ho（2004）曾比較中國教師和澳洲教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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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行為問題歸因上的不同，發現中國教師的歸因較著重於家庭因素，澳洲教師
則強調學生的能力，顯示文化差異亦是影響教師歸因的因素。由此可知，文化因
素亦將影響教師的歸因（Clark & Artiles, 2000；Rodriguez & Tollefson, 1987）
。由於
Weiner 的歸因理論係建立於西方社會文化的脈絡背景下，是否適用於解釋台灣的
幼兒園教室的真實情境，有待本研究進行檢驗。

三、教師效能信念變項
教師效能信念的理論是 Albert Bandura 之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理論的延伸，
是自我效能理論在教學領域上的應用，著重探討教師對於自身能力的主觀知覺信
念，是個人對於自己能夠獲致成功所具有的信念，而此信念乃是對自己完成某種
行動的一種能力判斷。效能信念概念分為兩大主軸：結果預期（outcome expectancy）
和效能預期（efficacy expectancy）
（Bandura, 1982, 1986）
。結果預期係個人對某一
行為會導致某一結果的估計，換句話說是教師對本身教學行為可導致何種教學成
果的估計，其中包括相信自己的教學能掌控外在環境的程度，外在環境係指學生
的家庭背景、個人智商及學校環境，以及學生能被教導的程度，綜合來說，即一
位教師相信自己的教學能不受外在環境所影響，依舊能幫助學生獲得學習成效的
評判；效能預期是個人對本身能否成功地執行某一行為以產生某一結果的信念。
換句話說是教師對本身執行教學的能力評判與信念（Sjostrom, 2004）
。根據自我效
能理論中的「結果預期」與「效能預期」
，將教師效能信念定義為，教師對自己能
否有效完成教學工作的信念知覺與專業堅持，分為一般教師效能信念（結果預期）
。
與個人教師效能信念（效能預期）二個層面（郭彩虹，2001）
以下將依據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影響的方向，分別闡述其對教師歸因歷
程模式的的調節效果及中介效果。
（一）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
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的調節效果
歷程的調節效果
依據 Weiner（1995）的自我歸因模式，如圖 2-3 所示，主張個體在進入正式
的原因歸屬階段之前，必將依據特定訊息與歸因的規則，來分析可能的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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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歸因的前因階段（causal antecedents）
。在此階段，個人依據自己過去的經驗、對
社會規範的認知、與偏差因素做為分析遭遇的負向事件情形之可能原因。Kelley
與 Michela（1980）以歸因領域的普遍模式（general model of the attribution field）
來提及歸因的前因內容，包括代表目前情境的特定訊息、個人基於過去知識經驗
所形成的信念（因果基模）
、以及個人歸因時所持的動機等三項（引自 Eiser, 1983）
。
前因
（Antecedent）

歸因
（Attributions）

訊息
(Information)
信念
(Beliefs)
動機
(Motivation)

結果
（Consequences）
行為
(Behavior)
情感
(Affect)
期待
(Expectancy)

認定的導因
(Perceived
Causes)

歸因論

歸因性理論

(Attribution Theories)

(Attributional Theories)

圖 2-7 歸因領域的普遍模式

註：資料來源 Eiser, 1983, p.161

另外，Bar-Tal（1982）依據 Weiner 的歸因模式，將影響學生歸因歷程的因素
分為學生本身的特質與所獲得的外在訊息等二項，前者包含人格特質、背景變項、
因果基模；後者包含學生自己的行為表現、他人的行為表現、工作的特性和限制、
父母及教師或他人的影響，這些因素都是歸因前因階段的內容，將影響個體進行
歸因。其中個體對自己行為表現的評估就是效能信念的表現，由此可知，教師對
自身能力的主觀知覺信念，即教師效能信念可能形成教師歸因的前因變項，來影
響教師面對學生行為問題的歸因。黃儒傑（2004）以結構方程式分析發現小學教
師效能信念能正向影響教師成敗歸因的徑路關係，且效能信念與成敗歸因變項皆
對教師教學表現具有影響力，而且在比較資深與初任教師後發現，初任教師對自
己的效能信念較低，比較容易會將教學成敗歸因於努力情形，而想改變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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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多努力準備。因此，證實自我效能程度的不同會造成教師在歸因過程中存
在顯著性差異。Silver、Mitchell 和 Gist（1995）指出高低效能信念會造成不同的
歸因，高效能信念的人對失敗表現進行自利偏誤歸因，低自我效能信念的個體則
採自我防衛歸因。Mavropoulou 與 Padeliadu（2002）認為教師的個人效能感知覺會
增加他們把學生行為問題歸因於家長不關心之想法。換句話說，擁有較多教學經
驗或具有較高效能信念的教師，反而會將行為問題的原因歸至外在因素，造成其
不會對行為問題進行反省思考，因為他們會覺得自己是有能力的，並確信自己的
教學技巧和教育介入是很不錯的，所以用教師外在因素來解釋學生行為問題的成
因。因此，有可能教學經驗越豐富的教師，在面對學生的行為問題時，越會持外
控的觀點。由上顯示，具有高效能信念的教師，可能產生自利偏誤歸因，越容易
將行為問題歸因至幼兒可控、穩定、幼兒內在因素。
在教師歸因與教師效能信念及教學行為的影響方面，亦是被重視之研究主題
之ㄧ。Ashton（1984）曾以教師效能信念高低，探討在九項教學態度與行為表現之
差異（引自郭彩虹，2001）
。茲整理如下表 2-10，顯示高效能感的教師比低效能者
較有意願去對學生的成敗負責任，且對自己的教學是較有信心，對學生存有正面
情感，預期學生能進步，為達成目標較會去尋求更有效的策略。所以，效能信念
對教師歸因歷程的運作，包含歸因、責任認知、未來期待、情緒、及因應策略等，
具有影響力，能預測教師歸因歷程的變化，因此，研究者提出效能信念對教師歸
因歷程具有調節效果的假設。在本研究中，教師效能信念變項在教師歸因歷程模
式中將扮演著調節變項的角色，以檢視不同程度教師效能信念者在教師歸因歷程
的表現和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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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項目

高低效能教師在教學態度與行為表現之差異
高效能教師

低效能教師

1.對教學
成就感的

認為他們的教學對學生是重要且
對教學感到挫折、沮喪，對工作價
有意義的，對學生是有積極影響力 值感到懷疑。

看法

的。他們對教學有信心，感到教學
有價值。

2.對學生
行為和成

預期學生能進步，對學生行為與成 預期學生會失敗、預期學生對教師
就懷著積極的態度。
的教學採負面反應且會有不良的

就的態度

表現。

3.對學生
學習責任

認為學生的學習是教師的責任，當 認為學習是學生的責任，當學生失
學生學習失敗時，會檢討自己的教 敗時，會以學生的能力、動機、態

的認知

學表現，以尋求更有效的方法。

4.達成教

為學生規劃活動，為自己與學生設 對學生缺乏特定教學目標，不確定

學目標的
策略

定目標，為達成目標尋求策略。

5.教學投
入的積極

對教學工作有良好感受，能熱心激 對教學工作感到挫折，談論到學生
發學生，體會學生的感受。
時表現沮喪，有負面情感。

度及家庭背景為藉口。
學生應達成何種目標，也未根據設
定目標尋求策略。

情感
6.有效掌
握感

相信自己能影響學生學習。

7.師生共

能與學生參與共有事務，去完成共 認為自己在與學生抗爭，覺得學生

同目標感

同的目標。

的目標與關注焦點與教師是相對
的。

8.學生民
主的決定

讓學生參與目標及達成目標策略
上的決定。

把目標與教學策略加在學生身
上，學生並沒有參與決定過程。

9.對學生

對學生真誠地關懷，用同情敏銳而 對學生輕視、敵意，用不寬恕的聲

之情感

尊重學生獨特性方式與學生談話。 調與學生說話。

認為無論多努力都無法影響學生。

（二）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
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的中介效果
歷程的中介效果
自我效能理論（Bandura, 1997）提到，效能信念的訊息來源有四，這四項效能
預期的訊息來源，分別為精熟的經驗（mastery experiences）
、替代性經驗（vicarious
、言詞說服（verbal persuasion）
，以及生理和情感狀況（physiological and
experience）
emotional status）等四項（Tschannen-Moran & McMaster, 2009）
。訊息來源之ㄧ的
精熟的經驗，其提供了最具影響力的效能資訊來源，因為它是根據個人的實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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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獲得的。換言之，個人的成功表現有利於提高其自我效能；反之則會降低其自
我效能知覺。自我效能的形成來源之ㄧ就是要通過自己對以往完成工作任務的成
就進行歸因後，才形成個人的效能評估，意指個體對自己能力評估的基礎來自於
個體對成功或失敗的原因判斷，當成功歸因於自己時，有助於提升自我效能，若
失敗時，原因若是自己本身，將可能降低自我效能。而且歸因理論裡的很多訊息
類別是與個人效能有關的，例如工作難度因素是一個外在因素，亦是個體要在自
己的能力知覺與工作要求間進行適配的特性，意即假使工作難度是一項導致失敗
的原因，表示自己認為本身能力無法滿足工作的要求，自我效能是低的。由此可
知，教師自我歸因對教師效能信念具有預測作用，羅良、沃建中、陳尚寶、與王
福興（2005）曾以迴歸方程式探討教師自我歸因對自我效能信念的預測力，結果
發現能力、任務、努力三種歸因方式對工作效能有預測作用；而且在不同性別和
教學年資的教師群體中，歸因方式對自我效能信念預測作用不同，最後結論出中
學教師歸因方式與自我效能信念之間的關係具有動態變化的特點。劉永芳（2010）
表示將歸因這種重要的認知過程作為自我效能感產生和變化的基礎，已成為該領
域研究者的共識，歸因也成為該領域研究的重心。以上的論點從自我歸因理論的
觀點出發，主張自我歸因是效能信念的預測變項，惟本研究係以人際歸因理論為
基礎，當教師在面對學生行為問題事件（他人事件）進行人際歸因時，所獲得的
人際歸因型態是否對教師的自我效能信念具有預測力，需進一步進行檢驗。
Silver 等人（1995）指出高低效能信念會造成不同的歸因，而這些歸因又與後
續的效能評估有關，尤其將失敗表現歸因於內在和穩定因素時，會降低個體的自
我效能。Sjostrom（2004）運用半結構訪談法以概念圖方式來分析，結果發現教師
效能信念緊密地與教師對學生的失敗歸因相關，尤其是自我效能。不過 Georgiou
等人（2002）檢測歸因（能力、努力、家庭、教師）與教師效能信念的關係，研
究發現這二者沒有顯著相關。由上可知，教師歸因與教師效能信念間關係的研究
已有量化與質性的研究方法來探討，教師歸因與教師效能信念間的關係已獲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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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研究的支持，但仍有不支持的論點。綜上所述，教師歸因對教師效能信念具有
影響力，由表 2-10 可知，教師效能信念對責任判斷、未來期待、情緒、及因應策
略等歷程亦有影響，因此研究者提出教師歸因將經由教師效能信念來影響其後續
歷程模式變項之假設，教師效能效能信念將被可被視為中介變項。
（三）小結
由於本研究主要依據人際歸因理論進行研究，並進一步建構教師歸因歷程模
式，有別於之前許多研究係以自我歸因理論為基礎，同樣地，其與教師效能信念
的關係亦缺乏以人際歸因理論為基礎的研究發現。故為釐清教師效能信念在本研
究建構之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效果為何？因此，在本研究中，將教師效能信念推
測為調節變項及中介變項的角色，以進行檢驗。
依據上述理論及研究結果，本研究希探究教師效能信念與教師歸因的關係，
推測一為教師效能信念的高低程度將影響教師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表現，意即
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歷程模式具有調節效果；推測二是教師歸因係經由教師效
能信念影響後續的情感反應、及行動等歷程。

四、常見的歸因偏誤
雖然歸因歷程力求邏輯地分析行為的原因，但分析過程中仍存在著許多可能
引起偏差的因素，稱為歸因偏誤（attributional biases）
。這些謬誤會將我們引到錯
誤的歸因推斷上，由表 2-7 可知，許多研究（張彩云與申繼亮，2008；Ding 等人,
2010；Goyette 等人, 2000；Guttmann, 1982；Kennedy Marx, 1988；Medway, 1979；
Poulou 和 Norwich, 2000；Walker 等人, 1984）已明確指出教師對學生行為問題之
歸因多陷入基本歸因謬誤及自利歸因偏差的結果，顯示歸因謬誤現象在教室現場
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Pintrich 與 Schunk（2002）列出數種在教室情境中常見的歸因偏誤，如表 2-11，
並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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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係指觀察者傾向於以個人內在
的性格，而非外在的情境因素來解釋他人的行動。觀察者高估了個人內在因素的
影響力，而忽視情境因素的作用。
2.行動者與觀察者歸因差異（actor-observer bias）
：意指我們將自己的行為歸因
為情境（外在）因素，將他人的行為歸因至性格（內在）因素。行動者的觀點強
調情境的力量，而觀察者的觀點著重在行動者的在行動中的個人特質。
3. 自利歸因偏誤（self-serving bias attribution）
：這是指人們在作自我歸因時，
會傾向於把正面結果作內在歸因，而負面的結果作外在歸因，意即成功時歸功自
己，失敗時則歸因於別人。
4.錯誤共識效應（false consensus effect）
：錯誤共識效應發生於當個人認為自
己的意見或行為是典型的、能代表同情境中大多數人的作法。
表 2-11 教室情境常見的歸因偏誤

歸因偏誤
基本歸因謬誤
基本歸因謬誤
將他人行為歸因於性格或特質
行動者與觀察者歸因差異
將他人行為歸因於性格，將自己
的行為歸因於情境因素
自利歸因偏差
個人接受對成功是有責任的，否
認對失敗有責任的
錯誤共識效應
假定你的信念和行為是大多數
人的典型

學生觀點
學生認為所有教師的行
為是受性格影響
學生認為自己的行為是
受情境影響，但歸因教
師的行為於性格因素
學生將自己的成功歸因
於自己的行為，但失敗
時不會歸因於自己
學生認為自己的信念或
行為是能代表大多數其
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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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觀點
教師認為所有學生的行
為受性格影響
教師認為自己的行為是
受教室情境影響，但歸
因學生行為於性格因素
教師將自己的成功歸因
於自己的行為，但失敗
時不會歸因於自己
教師假定他自己的信念
或行為能代表大多數其
他的教師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在闡述研究架構、先行性研究方法及結果、量化研究方法及對象、
質性研究方法及對象、以及研究程序等內容。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上章文獻探討的理論歸納，並參照本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建構出教師
對幼兒行為問題歸因歷程之理論假設模式，做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歸因向度

穩定性

未來
期待
因應
策略

歸因向度

控制性

原因來源

情緒

生氣
同情

責任
推斷

幼兒本身因素

正向
負向

認知（責任/期待）情緒行為反應

事件歸因（原因類型/歸因向度）
自變項
圖 3-1

中介變項

依變項

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由幼兒行為問題為開端事件，自變項為教師歸因，包含原因來源、
控制性及穩定性歸因向度，中介變項為責任判斷與教師對未來期待，依變項為教
師情緒與因應策略。本模式設定變項間的關係可分成，歸因對中介變項（責任知
覺變項、對未來期待的知覺）的影響；中介變項對依變項（情緒變項及因應策略）
的影響。
如上章文獻探討所述，由於教師歸因歷程在國內較少實證研究進行討論，在
國外的研究方面，仍以量化研究設計為主，包含調查研究或實驗設計。在選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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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上，不論何種研究取向都有其優缺點，正如 Johnson 與 Onwuegbuzie（2004）
所主張，研究在選擇方法和思考研究的實施時，要採折衷取向，最基本的是研究
方法應該根據研究問題，以獲得有效解答的最佳可能性。本研究目的之ㄧ在於建
構符合我國幼兒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歸因歷程之模式，為了獲得符應真實教育現
場的解答，研究者欲結合鉅觀與微觀層次的研究觀點，結合量化與質化研究彼此
的強處－量化研究在獲取社會生活特徵的「結構」很有效；而質化研究在「過程」
訊息的獲取方面較強，對教師歸因歷程之研究主題有一較廣泛且多元的探究。因
此，本研究同時針對幼兒園教室情境發生的幼兒行為問題現象，分別採取問卷調
查與觀察、訪談方式來蒐集量化與質性資料，在資料分析的最後階段，透過量化
資料的結果，來建構教師歸因歷程的模式，並藉由質性研究發現來證實、驗證及
解釋量化研究結果。總之，本研究企運用橫斷性取向（concurrent）的混合研究方
法，來檢驗歸因理論模式應用在台灣幼兒園教室情境的可行性，進而建構出符合
幼兒園教室情境的教師歸因歷程模式。
由於本研究目的二及目的三（研究問題二、三）
，係探究教學年資、和及效能
信念變項對幼兒行為問題歸因歷程模式的調節效果，其架構圖如圖 3-2 所示，於考
驗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之適配度後，加入教學年資及效能信念變項的調節作用，意
即分別考驗教學年資及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各變項間（包括潛在自變項
對潛在依變項、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調節效果。
研究目的三及研究問題四提到教師效能信念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中介效
果，為檢驗教師效能信念之中介效果，研究者設定預測變項為教師歸因歷程模式
的自變項，效標變項為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中介變項，其架構圖如圖 3-3 所示，檢
驗教師效能信念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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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責任/期待）情緒行為反應

事件歸因（原因類型/歸因向度）
自變項

中介變項

依變項

教學年資
分組

效能信念 對歷程模式的調節作用
分組
圖 3-2 本研究調節變項之研究架構圖

認知（責任/期待）情緒行為反應

事件歸因（原因類型/歸因向度）
自變項

中介變項

依變項

效能信念

圖 3-3 教師效能信念作為中介變項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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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先行性研究方法及結果
由第二章文獻可知，行為問題的意義與界定具有教師評價性，每位教師對行
為問題的界定恐有歧異性，為獲取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意義及類別之普遍性認
知，本研究於正式研究前進行先行性研究，使用開放性問題之問卷，透過教師意
見的搜集與整理，得到幼兒常見行為問題之一致性的看法，以獲取符合現實教學
情境之有效的目標行為問題，作為後續正式研究之有力基礎。

一、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於民國 99 年 11 月份設計一式開放性問題之問卷
（open-ended questionnaire）作為先行性研究之研究工具，問題內容主要包括常見
之幼兒行為問題描述，填答方式係請受試老師以文字描述自己認為在幼兒園教室
內最常見的行為問題，意指只要從事幼教工作者，都會遇到的幼兒行為問題，並
寫下一則自己曾遇過有關幼兒行為問題的小故事，簡要描述發生的人物、時空背
景與行為特徵。
為快速獲取教師意見，採取方便樣本，以研究者所在地之苗栗縣頭份鎮內幼
兒園（含公私立幼稚園與托兒所）的教師為樣本，於民國 99 年 12 月份中旬先以
電話詢問願意協助填答的園所，再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交予問卷，考量時間進
入聖誕節，幼兒園辦理活動工作量繁重，研究者於二週後收回問卷。共發出 110
份開放性問卷，收回份數為 95 份，回收率約為 86％，剔除填答不完整 3 份，有效
回收率約為 84％，共計有 92 份有效問卷資料。

二、資料處理
參考簡楚瑛（1996）與 Medway （1979）之方法，進行內容分析法，將資料
處理主要分為四個步驟進行：
（1）將問卷上所有資料打字儲存成文字檔案，按題目整理歸納。
（2）由研究者依據文獻所提及的 Essa（1990）幼兒行為問題類別，包括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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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反社會行為、違規行為、破壞行為、情緒及依賴行為、不參與社會與學校活動、
飲食行為、及其他等七類來建置類別登錄系統，以作為資料分析之依據。
（3）由二位資深的幼兒教師與研究者逐份針對教師所填寫的行為問題描述，
在共同協議討論後進行判別及歸類。
（4）進行描述統計分析，選取出現率最高的目標行為。
在進行行為問題類別的判別時，單一行為描述有時會出現二種以上的編碼，
以編號第 90 份的行為問題描述為例：

「小范是一位很活潑的 6 歲男孩，最令人擔心的是他的攻擊行為，有一天的
教具操作時間裡，每位孩子大家一起操作教具，小范想製作機器人發現教具不夠
時，他想向小彰拿教具，但小彰不願意的情況下，小范就拿鉛筆向小彰的眼睛刺
下去。」
上列的行為描述涵蓋了幼兒對玩具的獨斷佔有及對他人的身體做出傷害行
動，因此，研究者與參與編碼歸類的老師們在共同討論後，將此行為歸類為傷害
他人（A5）及不與人分享（A10）二類。
最後透過描述統計獲得教師知覺發生率高的幼兒行為問題類型，目的在於探
求每位老師都會遭遇到的幼兒行為問題類型，以利教師未來在閱讀正式問卷的小
故事（vignettes）時，能對故事中行為問題發生的情境有所共鳴，以做出有效的原
因推論。

三、研究結果
目標行為問題的擇定經將類別代號出現的次數進行描述統計後，整理如表所
3-1 示。由表 3-1 可知，發生率最高的行為問題為攻擊及反社會行為類別中的打人
行為（18％）
，其次為不與人分享（16％）
。顯示受試老師們認為最常發生的行為
問題是幼兒打人行為，經研究者再對出現的 26 項行為描述進行交叉分析，發現其
中有 19 則描述清楚點出發生於幼兒玩玩具的情境（73％）
，而打人（A1）和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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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享（A10）行為問題同時出現的描述共有 10 則，約佔半數。將不與人分享的
行為問題進一步剖析發現與幼兒彼此搶奪玩具有關者，共出現 20 次，佔八成以上。
由此可知，最常發生的幼兒行為問題是發生於幼兒遊戲情境時，與搶奪玩具有關
所發生的打人行為。
在選取目標行為是發生於幼兒遊戲情境時，與搶奪玩具有關所發生的打人行
為後，研究者開始編擬小故事。閱讀小故事（vignettes）此方法係藉由一則描述會
發生於教室情境的真實生活事件，來詢問教師對此故事情境相關的問題。本研究
編擬小故事情境的文字描述將參考開放性問卷中教師填答的真實事件案例來編
擬，以更加貼切幼兒教師的教學事件。而且獲得的行為問題將作為編製調查研究、
觀察及訪談研究工具之目標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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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先行性研究分析結果-行為問題次數統計表
代號
A
A1
A2
A3
A4
A5
A8
A10
B
B1
B3
B4
C
C5
D
D1
D2
D5
D7
D8
E
E1
E7
E8
F
F1
F3
G
G1
G2
G3

行為問題類別
攻擊及反社會行為
打人
罵人
咬人
向別人扔東西
傷害他人
偷竊
不與人分享
違規行為
破壞團體活動
在教室漫無目的的亂跑
在教室內大叫
破壞行為
破壞他人作品
情緒及依賴行為
愛哭
發脾氣
尿濕褲子
引人注意
發牢騷
參與社會與學校活動
不參與活動
不說話
注意力短暫
飲食行為
偏食
不良進食行為
其他
說謊
語言發展遲緩
好奇心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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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次數

百分比

26
3
1
1
7
6
23

18 %
2%
1%
1%
5%
4%
16 %

5
4
1

3%
3%
1%

3

2%

6
17
2
10
2

4%
12 %
1%
7%
1%

4
1
2

3%
1%
1%

9
7

6%
5%

3
1
1
145

2%
1%
1%
100 ％

第三節 量化研究的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來進行量化研究，本節將針對所建構的模式、研究假設、
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及資料處理分析等部分闡述之。

一、模式架構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以動機的人際歸因理論為基礎，考量國內外相關實證
研究結果，提出教師歸因歷程模式。本研究在整理問卷資料後，將以教師填答所
得的實徵資料，採取結構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的統計分析
技術，進行理論模式之驗證。依據圖 3-4，
「教師歸因歷程理論模式」的測量模式
與潛在變項的結構方程式說明如下。
由圖 3-4 可知，本研究的潛在變項共有九個：穩定性歸因向度（ξ1）
、可控性
歸因向度（ξ2）及幼兒原因來源（ξ3）這三者為潛在自變項；對未來的期待（η
）
、責任判斷（η2）
、同情類情緒（η3）
、生氣類情緒（η4）
、正向因應策略（η5）、

1

與負向因應策略（η6）為潛在依變項。
為了使本研究建構的模式精簡化，將部分潛在變項的觀察題項予以隨機組
合，減少觀察變項數目。對未來期待變項的觀察變項簡化成二個，分別是期待 1
與期待 2，前者是受試者在對未來成功期待量表中的第 5 和第 6 題的平均得分、後
者是受試者在對未來成功期待量表中的第 7 和第 8 題的平均得分。責任判斷潛在
變項的的觀察變項有二個，分別是責任 1 與責任 2，前者是受試者在責任判斷量表
中的第 1 和第 2 題的平均得分、後者是受試者在責任判斷量表中的第 3 和第 4 題
的平均得分。負向因應策略的觀察變項簡化成二個，分別是負向策略 1 與負向策
略 2，前者是受試者在因應策略量表中的第 1 和第 2 題的平均得分、後者是受試者
在因應策略量表中的第 3 和第 5 題的平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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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1
δ2

δ3

δ4

δ5
δ6

X1

1

λx 21
X2

X3

穩定性

ξ1

1

控制性

λ x 42

ξ2

Y1

Y2

1

λ y 21

ζ5

未來期待

β 51

1

幼兒原因
ξ3

正向策略

η1

η5

1

Y9

ε9

Y10

ε 10

Y11

ε11

Y12

ε12

λ105

η3

γ 13

λ y 63

1

β 32

ζ2

Y5

γ 22

γ 23

β 53

同情情緒

ζ3

責任判斷
λx 63

X6

ε2

ζ1

X4

X5

γ 11

ε1

ε5

η2

1
Y3

Y6

ε6

β 42

λ y 42

負向策略

生氣情緒

Y4

η4

ε3

潛在自變項與觀察變項
ξ 1 穩定性
X1=穩定 1 X2=穩定 2
ξ 2 控制性
X3=控制性 1 X4=控制性 2
ξ 3 幼兒原因
X5=先天原因 X6=後天原因

η6

β 64

1

ε4

λ y 84

Y7

Y8

ε7

ε8

1

λ y126

ζ6

ζ4

潛在依變項與觀察變項
η 1 未來期待
Y1=期待 1 Y2=期待 2
η 2 責任判斷
Y3=責任 1 Y4=責任 2
η 3 同情情緒
Y5=同情 1 Y6=同情 2
η 4 生氣情緒
Y7=生氣 1 Y8=生氣 2
η 5 正向策略
Y9=正向策略 1 Y10=正向策略 2
η 6 負向策略
Y11=負向策略 1 Y12=負向策略 2

圖 3-4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之理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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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模式的觀察變項共有 18 個，包括潛在自變項的觀察變項有六個：X1=
穩定性 1、X2=穩定性 2、X3=控制性 1、X4=控制性 2、X5=幼兒先天原因、X6=幼兒
後天原因；潛在依變項的觀察變項有 12 個：Y1=期待 1、Y2=期待 2、Y3=責任 1、
Y4=責任 2、Y5=同情情緒 1、Y6=同情情緒 2、Y7=生氣情緒 1、Y8=生氣情緒 2、Y9=
正向策略 1、Y10=正向策略 2、Y11=負向策略 1、Y12=負向策略 1。
依據理論文獻的探討，潛在自變項與潛在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假定為：穩定性
歸因向度（ξ1）對未來期待（η1）有直接效果；控制性歸因向度（ξ2）對責任判
斷（η2）有直接效果；原因來源（ξ3）對未來期待（η1）及責任判斷歸因（η2）
有直接效果。潛在依變項與潛在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假定為：責任（η2）對生氣類
情緒（η4）及同情類情緒（η3）有直接效果；未來期待（η1）對正向因應策略（η
）有直接效果；生氣類情緒（η4）對負向因應策略（η6）有直接效果；同情類情

5

緒（η3）對正向因應策略（η5）有直接效果。
本研究假設模式之測量模式與潛在變項的結構方程式如下：
（一） X 變項的測量模式
X

=

( 6×1)

 X1 
X 
 2
X3 
 
X 4
X5 
 
X6 

∧x

ξ

(6×3)

=

0
 1
λ
0
 x 21
 0
1

 0 λ x 42
 0
0

0
 0

0
0
0
0
1









λ x 63 

+

δ

(3×1)

(6×1)

ξ1 
ξ 2 
 
ξ 3 

δ 1 
δ 
 2
δ 3 
δ 4 
 
δ 5 
δ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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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Y 變項的測量模式
Y

=

η +

∧y

( 12×1)

 Y1   1
 Y   λ y 21
 2 
 Y3   0
   0
 Y4  
 Y5   0
   0
 Y6  = 
 Y7   0
   0
 Y8  
 Y9   0
Y  
 10   0
Y11   0
  
Y12   0

(12×6)
0
0
0
0
0
0

0
0
1

0
1

λ y 42
0
0
0
0
0
0
0
0

λ y 63
0
0
0
0
0
0

0
0
0
1

λ y 84
0
0
0
0

ε

(6×1) (12×1)

0
0
0
0
0
0
0
0
1

λ y 1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ε1 

ε 

 2

 ε3 

 
 η1   ε 4 
 η   ε 
 2   5 
 η 3  +  ε 6 
 η   ε 
 4   7 
 η 5   ε 8 
 η 6   ε 

ε 9 

 10 

ε 11 

 
λ y126 
ε 12 

（三）結構方程模式
=

η
(6×1)

Γ

ξ +

B

(6×3)

(3×1)

(6×6)

η1  γ 11 0
η   0 γ
22
 2 
0
η3   0
 =0
0
η4  
0
η5   0
η   0
0
 6 

γ 13 
γ 23 

 0
 0
 ξ1  
   0
 ξ 2  + 
 ξ   0
  3   β 51



 0

0
0

0
0
0
0

β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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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公式中，∧ x 與 ∧ Y 矩陣內被固定為 1 者為參照指標（reference indicator）
。
依據觀察指標的測量模式與潛在變項的結構方程式，本研究所建構的歸因歷
程模式要估計的參數共有 45 個，而觀察變項 X、Y 共有 18 個，所以自由度為：
df＝0.5*(6+12)( 6+12+1)－4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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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的結果、研究問題以及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之
假設如下：
（一）假設一：本研究建構之幼兒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歸因歷程模式與觀
察資料適配。
（二）假設二：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中的潛在變項間具有直接效果。
假設 2-1：穩定性歸因向度（ξ1）對未來期待（η1）有直接效果。
假設 2-2：控制性歸因向度（ξ2）對責任判斷（η2）有直接效果。
假設 2-3：原因來源（ξ3）對未來期待（η1）有直接效果。
假設 2-4：原因來源（ξ3）對責任判斷歸因（η2）有直接效果。
假設 2-5：未來期待（η1）對正向因應策略（η5）有直接效果。
假設 2-6：責任判斷（η2）對同情類情緒（η3）有直接效果。
假設 2-7：責任判斷（η2）對生氣類情緒（η4）有直接效果。
假設 2-8：同情類情緒（η3）對正向因應策略（η5）有直接效果。
假設 2-9：生氣類情緒（η4）對負向因應策略（η6）有直接效果。

穩定性
向度
控制性
向度
原因來源
(幼兒)

2-1

2-5

未來
期待
2-3
2-6

2-2

責任
判斷
2-4

2-7

同情
情緒
生氣
情緒

圖 3-5 本研究假設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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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
策略
2-8

負向
策略
2-9

（三）假設三：幼兒教師教學年資資深組與資淺組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具有
相等的模式設計。
（四）假設四：幼兒教師高效能信念組與低效能信念組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
具有相等的模式設計。
（五）假設五：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中潛在自變項與潛在依變
項間具有中介效果。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我國桃竹苗地區公私立幼兒園的教師為調查母群體，本研究將有效
樣本區分為二批，第一批樣本用以分析本研究自編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及信度
分析，作為檢測預試量表之樣本；第二批樣本作為考驗本研究所有測量工具的驗
證性因素分析及驗證研究假設之用，為本研究正式有效樣本。
在量表預試的樣本人數方面，量表的題數及樣本數的比例最好達到 1:5 以上
（陳正昌、程炳林、陳新豐、劉子鍵，2009）
，在本研究的自編量表中，題數最多
的幼兒教師歸因量表共有 16 題，因此，第一批樣本至少需要 90 人。本研究選取
於研究者所任教技術學院之二年制大學（二專及二技）在職班學生共 150 名為預
試樣本，樣本背景皆為在幼兒園任教之現職老師，刪除填答不完整的四份問卷，
有效回收 146 份，有效回收率為 97％。預試樣本人數計 146 人，皆為女性，其教
學年資的比例為(1)未滿一年：7％；(2)一至三年：17％；(3)三至五年 27％；(4)六
至十年 39％；(5)十一年以上：10％。
第二批正式樣本方面，由於 SEM 需要較大的樣本才能夠維持估計的精確性以
及確保代表性，當樣本小於 200 人，會有無法聚合與不適當的解等估計問題（黃
芳銘，2003）
，目前多數學者皆認同樣本大小應與已估計參數的數目做比較，一個
最小的建議水準是每個已估計參數對五個觀察值的比率（余桂霖，2011）
，而陳正
昌等人（2009）認為估計參數和樣本數比例最好達到 1:5～1:10 之間，以 1:10 為最
佳比例。由於本研究所建構之教師歸因歷程模式待估計參數數目有 45 個，估計本
研究第二批樣本至少須有 450 人以上。因此，研究者參酌桃竹苗縣市幼兒教師人
數比例來選取適合的幼兒園數量，為求取研究樣本的代表性，根據教育部（2010）
的教育統計及內政部（2010）的兒童及少年福利統計年報，獲取桃竹苗地區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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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幼稚園及托兒所的數量資料，以及教師人數資料，採用多階段取樣方法，進行
抽樣。首先依照研究者過去經驗，考慮回收率約 50％，保守估算約須 1400 人作為
取樣人數，故依比率取樣（poportional allocation）方式，隨機抽取公私立幼兒園總
數約五分之一的數目，來決定各縣市幼兒園的取樣園數，詳如表 3-2，最後以叢集
取樣方式決定樣本，意即以隨機抽樣方式被抽中之幼兒園，園內的全數教師即為
研究樣本。
表 3-2 取樣幼兒園數目及樣本數量統計表
縣市別 幼稚園/托 幼兒園 教師人數 估算樣本
取樣
實際
回收份數
兒所數量
數量
人數
園數 取樣人數
521
3441
桃園縣 287/234
688
90
543
318
206
1098
新竹縣 102/104
220
38
209
132
74/89
163
908
新竹市
182
30
159
109
208
897
苗栗縣 105/103
179
32
155
136
38453
總計 3671/3308 6979
1269
190
1066
695
本研究採不記名問卷調查方式實施，先經隨機取樣，選取幼兒園作為樣本，
直到達到各縣市取樣的幼兒園數量，再經叢級抽樣，與幼兒園主管連繫確認該校
校可填答的老師人數，以寄發符合老師人數的問卷份數。填答完成後就交回負責
業務的主管統一寄回給研究者，逾時未寄回則另以電話請學校主管代為催繳。為
增進回收率，新竹市及苗栗縣地區部分幼兒園學校由研究者親自到幼兒園遞發及
回收問卷。由表 3-2 可知，本研究的整體問卷回收共計 695 份，回收率達 65％，
排除掉填答不完整的問卷 11 份，回收到的有效問卷計有 684 份，有效回收率為 64
％。本研究的估計參數和有效樣本數比例約為 1：15，大於最佳比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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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量化研究工具
量化研究工具
研究者依先行性研究之結果，擇定目標行為問題為在遊戲情境中與搶奪玩具
有關的打人行為，並參考受試教師對行為情境的描述及相關文獻，編擬幼兒發生
行為問題的小故事（vignettes）
，及每個概念變項的測量工具初稿。再由研究者邀
請熟悉幼兒園生態之二位資深幼兒教師及二位幼兒園主管，與曾參與教育部輔導
幼兒園計畫之有經驗的專家學者一位，加上具有編製問卷經驗的博士級助理教授
一位，進行問卷編製之專家效度審查。經研究者針對專家效度團隊審查意見進行
問卷內容修正後，編製成預試問卷，抽取第一階段樣本展開預試工作。
測量工具經過預試，並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等統計分析，始
建構成正式問卷。編製完成的測量工具定名為「教師處理幼兒在校行為問題問
卷」
，此問卷有三部分：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
，調查受試者的教學年資的類別，
分成(1)未滿一年；(2)一至三年；(3)三至五年；(4)六至十年；(5)十一年以上。
第二部份為一則有關幼兒在校發生的行為問題小故事（vignettes）
，依照先行
性研究結果，編擬出目標行為問題為在遊戲情境中的打人行為的故事情境，請受
試者在看完故事陳述後，針對故事中所提供的訊息對故事中的當事人（幼兒）進
行歸因，並依據本身的想法回答延伸的量表問題。
第三部份為問卷內容，共有五項量表：
「幼兒教師歸因量表」
、
「幼兒教師情緒
反應量表」
、
「幼兒教師責任判斷與對幼兒未來期待量表」
、
「幼兒教師因應策略量
表」
、及「教師效能感量表」
。以下茲就各自編量表的編製依據、形式及計分方式、
信效度分析結果分別敘述之。
（一）幼兒教師歸因量表
教師歸因量表
1.編製依據
依研究架構圖 3-1 所繪，教師歸因量表分成原因來源與歸因向度二大層面。原
因來源層面主要在瞭解教師對原因來源的判斷，依據文獻探討結果，並參考 Poulou
與 Norwich（2002）的歸因清單檢核表，從幼兒本身因素（先天及後天）來編擬列
舉幼兒行為問題發生原因的題目。歸因向度層面，依據 Weiner 歸因理論對歸因向
度的分類定義及本研究架構，並參考姚惠馨（2002）的「教師對 ADHD 症狀歸因
評分表」
，來編擬控制性與穩定性等二向度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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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量表形式與計分方式
原因來源預試量表有 6 題，分別從幼兒本身先天原因、幼兒本身後天原因等
面向來編擬行為問題發生原因的題目。本量表採 Likert 式六點量表的方式，由受
試者在觀看完小故事後，評估自己認為故事主角會出現行為問題的原因之可能性
程度，從「完全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之數字 1～6 選項中圈選出一個與自己認
知最相近之選項。
歸因向度量表則分為穩定性與控制性二個分量表，各有 2 題，為 Likert 式六
點量表，由受試者在觀看完小故事後，評估自己認為行為問題發生原因的控制性
及穩定性之特性程度，從「完全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之數字 1～6 選項中圈選
出一個與自己認知最相近之數字選項。
3.信效度分析
原因來源量表的項目分析部份，以題目與總分間相關、及單一因素原始負荷
量等指標，來進行項目分析，經綜合判斷後，決定保留原題數，見附錄一。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面，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獲得二個因素，在進行斜交轉軸後，本研究分別命名為幼兒先天原因與幼
兒後天原因，其特徵值分別為 2.28 及 1.01，可解釋全量表總變異量的 54.75％。在
信度分析方面，採用 Cronbach α 值來檢驗量表的一致性。原因來源量表 α 值為.68，
二個因素之內部一致性 α 值分別為幼兒先天原因（0.65）
、與幼兒後天因素（0.57）
。
另，本研究以正式有效樣本（N=684）進行原因來源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分析結果發現：χ2（9，N=684）＝57.09，p＜.05，RMSEA＝.088，GFI＝.98，AGFI
＝.94，NFI＝.91，TLI＝.87，CFI＝.92， PNFI＝0.55。6 個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3～0.84，組合信度為 0.67、平均變異數抽取量（AVE）為 0.28。
在歸因向度量表部分，由於量表題目皆依據 Weiner 對穩定性及控制性歸因向
度的定義來編擬，具有高度的內容效度，經探索性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抽取因
素，進行斜交轉軸）後，獲得二個因素，分別命名為穩定性因素與控制性因素，
特徵值分別為 1.47、1.36，可解釋總量表的變異量為 70.63％，見附錄一。另外，
信度分析結果，獲得總量表 Cronbach α 值為 0.65；穩定性層面因素 α 值為 0.61；
控制性層面因素 α 值為 0.55。
另，本研究以正式有效樣本（N=684）進行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分析結果
發現：χ2（3，N=684）＝38.9，p＜.05，RMSEA＝.13，GFI＝.97，AGFI＝.91，N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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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CFI＝.73。控制性因素的組合信度為 0.57、平均變異數抽取量（AVE）為
0.45；穩定性因素的組合信度為 0.53、平均變異數抽取量（AVE）為 0.42。這二個
因素的組合信度雖未大於 0.6，但趨近於 0.6，顯示歸因向度分量表的構念效度尚
可。
（二）幼兒教師情緒反應量表
教師情緒反應量表
1.編製依據
幼兒教師情緒反應量表係依據 Weiner 的人際歸因理論，將情緒反應分為生氣
類與同情類情緒二個層面來編擬。
2.量表形式與計分方式
本量表共有 4 題，生氣類與同情類情緒各有 2 題，採 Likert 式六點量表填答
方式，由受試者在觀看完小故事後，評估自己對於故事主角出現行為問題，自己
會出現的情緒反應之可能性程度，從「完全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之數字 1～6
選項中圈選出一個與自己情緒認知最相近之選項。內容包括：
（1）生氣類情緒：生氣、氣憤惱怒，為第 1、4 題。
（2）同情類情緒：同情、同理，為第 2、3 題。
3.信效度分析
以二項指標來進行項目分析，分別為題目總分相關及單一因素原始因素負荷
量，經綜合判斷後，決定保留原題數形成正式量表，見附錄一。經探索式因素分
析（主成分分析抽取因素，進行斜交轉軸）後，可獲得生氣類與同情類情緒等二
個因素，特徵值分別為 1.73、1.37，此二個因素可解釋總量表的變異量為 77.4％。
在信度分析方面，採用 Cronbach α 值來檢驗量表的一致性，總量表 α 值為.65，二
、同情類情緒因素（0.58）
。
個因素之內部一致性 α 值分別為生氣情緒因素（0.65）
本研究以正式有效樣本（N=684）進行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分析結果發現：
χ2（1，N=684）＝7.18，p＜.05，RMSEA＝.056，GFI＝.99，AGFI＝.98，NFI＝.99，
TLI＝.97，CFI＝.98。4 個測量指標的因素負荷量分別是 0.98、0.54、0.88、0.71，
皆大於 0.5，生氣類情緒因素的組合信度為 0.78、平均變異數抽取量（AVE）為 0.64；
同情類情緒因素的組合信度為 0.76、平均變異數抽取量（AVE）為 0.64。這二個因
素的構念信度皆大於 0.6，顯示情緒量表的構念效度良好，內部一致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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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兒教師責任判斷與期待
責任判斷與期待量表
與期待量表
1.編製依據
此量表分為責任判斷量表與對未來的期待等二個分量表，前者係依據人際歸
因理論，及文獻探討內容（Fincham, Bradbury, & Grych, 1990；Gailey, Falk, &
Christie-Mizell, 2004；張愛卿、劉華山，2003）中對責任構念的探討，將責任分成
意圖、因果關係、不良的道德、理由、責任與否、知識、過錯等七項次概念，共
編擬 7 題。期待量表則依據自我歸因理論及文獻探討結果，將期待定義為教師對
學生未來成功改善行為問題的可能性，共編擬 5 題。
2.量表形式與計分方式
本量表分為責任判斷量表與對未來期待量表等二個分量表，為 Likert 式六點
量表，係由受試者在觀看完小故事後，評估自己對於故事主角出現行為問題，判
斷其責任認知及對未來行為改善期待之同意程度，從「完全不同意」至「非常同
意」之數字 1～6 選項中圈選出一個與自己認知最相近之選項。
3.信效度分析
責任判斷分量表原有 7 題，經項目分析（題目總分相關、單一因素原始因素
負荷量）後，發現第三、四、七題，此三題題目的項目與總分相關與因素負荷量
數值偏低，故決定刪除此三題，形成共有四題的正式量表，見附錄一。經探索式
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抽取因素）後，獲得一個因素，特徵值為 1.89，可解釋總
量表的變異量為 47.28％。在信度分析方面，採用 Cronbach α 值來檢驗量表的一致
性，量表 α 值為 0.62。
本研究以正式有效樣本（N=684）進行責任判斷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分析
結果顯示：χ2（2，N=684）＝6.35，p＜.05，RMSEA＝.056，GFI＝.995，AGFI
＝.98，NFI＝.98，TLI＝.96，CFI＝.99；組合信度為 0.63、平均變異數抽取量（AVE）
為 0.31，分析結果顯示責任量表的構念效度尚佳，內部一致性尚可。
期待量表原有 5 題（第 8 至 12 題）
，經項目分析（題目總分相關、因素負荷
量）後，發現第 8 題，此題題目的項目與總分相關與因素負荷量數值偏低，皆小
於 0.3，故決定予以刪除，形成共有 4 題的正式量表。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面，本
量表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進行斜交轉軸，獲
得一個因素，因素負荷量介於 0.51～0.76，可解釋總量表的變異量為 44.15％。在
信度分析方面，採用 Cronbach α 值來檢驗量表的一致性，量表 α 值為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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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正式有效樣本（N=684）進行期待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分析結果
顯示：χ2（2，N=684）＝14.28，p＜.05，RMSEA＝.095，GFI＝.99，AGFI＝.95，
NFI＝.95，TLI＝.86，CFI＝.95；4 個測量指標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0.28～0.84 之間，
組合信度為 0.59、平均變異數抽取量（AVE）為 0.3，分析結果顯示期待量表的構
念效度尚可，內部一致性尚可。
（四）幼兒教師因應策略
教師因應策略量表
因應策略量表
1.編製依據
依據文獻探討內容中對教師處理幼兒行為問題策略的整理（表 2-5）
，將對行
為問題的處理策略將教師對學生因應策略之構念分為正向策略（如幫助）及負向
策略（如懲罰）等因素來編擬題目。
2.量表形式與計分方式
量表共有 8 題，分為正向與負向策略二個分量表各有 4 題。請受試者在觀看
完小故事後，評估自己面對故事主角的行為問題，會使用的因應策略之可能性程
度，從「完全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之數字 1～6 選項中圈選出一個符合與自己
作法的選項。
正向因應策略分量表題目有四題，包括：給予安慰（第 3 題）
、出面協調幫忙
（第 5 題）
、給予直接的口頭指令（第 6 題）
、常規示範與指導（第 8 題）
。負向因
應策略分量表題目有四題，包括：口頭責備（第 1 題）
、暫時隔離（第 2 題）
、取
消玩玩具權利（第 4 題）
、施予懲罰（第 7 題）
。
3.信效度分析
以題目總分相關、單一因素原始因素負荷量等二項指標來進行項目分析，經
綜合判斷後，發現第 3 題之因素負荷量、與總分相關值為 0.24 及 0.11，明顯低於
0.3，故決定刪除，見附錄一。再經探索式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抽取因素，進行
斜交轉軸）後，發現第 6 題並未落在預先設定的因素內，因此決定將此題刪除，
形成共有六題的正式量表，包含正向因應策略與負向因應策略等二個因素，此二
個因素可解釋總量表的變異量為 60.03％。在信度分析方面，採用 Cronbach α 值來
檢驗量表的一致性，總量表 α 值為.69，二個因素之內部一致性 α 值分別為正向因
應策略因素（0.63）
、負向因應策略因素（0.7）
。
本研究以正式有效樣本（N=684）進行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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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8，N=642）＝81.37，p＜.05，RMSEA＝.11，GFI＝.96，AGFI＝.90，NFI＝.90，
TLI＝.82，CFI＝.90，正向因應策略因素的組合信度為 0.63、平均變異數抽取量
（AVE）為 0.47；負向因應策略因素的組合信度為 0.71、平均變異數抽取量（AVE）
為 0.39。這二個因素的構念信度皆大於 0.6，顯示因應策略量表的構念效度佳，內
部一致性良好。
（五）幼兒教師效能信念量表
師效能信念量表
1.編製依據
依據 Bandura 的理論，並修改郭彩虹（2001）所編製的教師效能感量表而成。
由於 Bandura（1997）表示自我效能是一種特定情境的構念，教師在不同的情境或
工作任務下會有不同程度表現的自我效能。因此，研究者依據研究主題-幼兒行為
問題，選取原量表題目屬性有關教師行為輔導的教學能力信念之題目來重新編
製，可分為一般教師效能感與個人教師效能感等二個分量表念，並增加一題與本
研究工具之行為問題小故事有關的題目：對於班上幼兒的問題行為，我不知道如
，形成一份新的教師效能信念預試量表。
何輔導（第 3 題）
2.量表形式與計分方式
本量表採 Likert 式六點量表的方式，由受試者依據本身對幼兒園教保工作的
看法，從「完全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之數字 1～6 選項中圈選出一個與自己認
知最符合之選項。原量表共有 9 題，所有各題分數相加，即為受試教師的效能信
念程度，總分愈高表示效能信念愈佳，分為二個分量表，內容說明如下：
（1）個人教學效能信念：指教師對自己能成功面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教學能力
知覺與信念，共有 4 題。
（2）一般教學效能信念：指教師在評估外在環境條件後，對本身教學能力所
產生的影響力之普遍信念與專業堅持，共有 5 題。
3.信效度分析
以題目總分相關、及單一因素原始因素負荷量等指標來進行項目分析，經綜
合判斷後，決定刪除第 4、6 題，因為此二題的項目與總分相關與因素負荷量數值
偏低，皆小於 0.3，詳細內容見附錄一。再經探索式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抽取因
素，進行斜交轉軸）後，獲得二個因素，分別命名為個人教學效能信念與一般教
學效能信念等二個因素，特徵值為 2.75 及 1.25，此二個因素可解釋總量表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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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為 57.05％，且二個因素間的相關係數為 0.3，最後形成共有七題的正式量表。
在信度分析方面，採用 Cronbach α 值來檢驗量表的一致性，總量表 α 值為
0.73，二個因素之內部一致性 α 值分別為個人教學效能信念（0.71）
、一般教學效
能信念（0.65）
。
本研究以第二批有效樣本（N=684）進行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
示：χ2（13，N=684）＝86.86，p＜.05，RMSEA＝.091，GFI＝.97，AGFI＝.93，
NFI＝.93，TLI＝.89，CFI＝.94；7 題個別指標信度在 0.11～0.81 之間；個人教學
效能信念與一般教學效能信念等二個因素的組成信度分別是 0.75 及 0.66，其平均
變異數抽取量（AVE）分別為 0.53 及 0.34，二個因素間的相關係數為 0.54。這二
個因素的構念信度皆大於 0.6，表示測量模式的構念效度佳，雖然一般教學效能信
念因素的 AVE 值（0.34）雖小於 0.5，但二者的 AVE 值皆大於二個因素構念的相
關係數平方 0.29（見表 4-1）
，表示二個因素間仍存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五、量化研究資料分析
量化研究資料分析
在統計分析方面係以 SPSS for Windows 15.0 與 AMOS 7 套裝軟體進行施測所
得的觀察資料之分析工作，研究者先以 SPSS 進行量表反向計分、遺漏值、平均值
及標準差等描述統計部分的資料統計，並進行測量工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以
AMOS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統計工作、及結構模式的界定與修正，來驗證研究
假設一與假設四；研究假設二和假設三則以結構方程式的多群組分析來驗證，統
計顯著水準均訂為.05。
適配標準或稱適配度指標，是評鑑研究者假設的徑路分析模式圖與蒐集到資
料是否相互適配，係指假設的理論模式與實際資料一致性的程度。本研究參考
Bagozzi 與 Yi（1988）
、吳明隆與張毓仁（2010）
、陳正昌等人（2009）的觀點，分
別從結構方程式中的基本模式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標準和內在模式適配標準
等三方面來評鑑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在本研究中考驗研究假設一與
假設四的模式驗證，以及研究假設二和假設三之多群組分析的比較，皆依據此三
方面的適配標準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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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適配標準
基本適配標準主要在評論理論模式是否有辦認（identification）的問題。本研
究參考 Bagozzi 與 Yi（1988）之建議，挑選下列四項評鑑標準：
1.不能有負的誤差變異數。
2.誤差變異數必須達顯著水準。
3.因素負荷量不能太低(低於.5)或太高(高於.95)。
4.不能有很大的標準誤。
（二）整體模式適配標準
整體模式適配標準在評鑑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相當於模式的外
在品質。在評鑑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指標方面，可區分為絕對適配指標、
比較適配指標與精簡適配指標三類，以下分述之：
1.絕對適配度指標
SEM 分析過程中，一個非顯著的卡方值（p＞.05）表示假設模型與觀察資料
的適配度佳，卡方自由度比值（χ2 /df）也被當做適配的指標，其數值越接近 0 代
表適配度愈佳，小於 3 為目前可接受的臨界值。
適配度指數(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調整後適配度指數(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通常被稱為絕對
適配指標。其中 GFI 與 AGFI 指標數值愈能與觀察資料適配，大於.90 以上為可接
受的範圍；RMSA 指標數值愈低同樣代表模式與觀察資料愈適配，若低於.05 表模
式與觀察資料極為適配，若高於.08 代表模式與觀察資料不適配。
2.比較適配度指標
基準適配指數(normed fit index, NFI)、適配度指數(Tucker-Lewis index, TLI 或
NINFI)、比較適配度指數(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等指標為理論模式和獨立模式
比較而來，數值代表理論模式和獨立模式比較起來能增加多少的適配度。此三個
指標數值接近 1 表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愈能適配，大於.90 為接受的範圍。
3.精簡適配度指標
精簡適配指標包含 PNFI 與 PGFI。這兩個適配指數在.50 以上則視為可接受的
簵圍，而指標數值愈接近 1 者表示該模式愈適合用來解釋觀察資料，適配度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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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式內在適配標準
模式內在適配標準度主要在評量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的信度、估計參數的顯
著水準等，相當於模式內在品質，挑選下列四項評鑑標準：
1.個別項目信度都在.45 以上
2.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都在.60 以上
3.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抽取量都在.50 以上
4.所有估計參數都達顯著水準
茲將上述模式適配度檢驗指標值整理如下表 3-3 所示。

類別
基本適配標準

絕對適配
度指標

整
體
適
配
標
準

比較適配
度指標
精簡適配
度指標

內在適配標準

表 3-3 適配度檢驗指標值摘要表
指標
標準值或臨界值
因素負荷量
＞0.5；＜0.95
卡方值
P＞0.05
2
χ /df
＜3
GFI
＞0.9
AGFI
＞0.9
RMSEA
＜0.08
NFI
＞0.9
TLI
＞0.9
CFI
＞0.9
PGFI
＞0.5
PNFI
＞0.5
個別項目信度
＞0.45
組成信度
＞0.6
平均變異抽取量（AVE）
＞0.5

（四）多群組樣本之模式比較
由於本研究架構提出教學年資與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具有調節效果
（研究假設二和假設三）
，意指本研究假設所獲得的觀察資料皆支持不同組別樣本
在模式型式上相等的假設，此部份將透過多群組的結構方程式進行考驗。在教學
年資調節效果的評估方面，首先探討資深教師與資淺教師這二組樣本的觀察資料
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適配情形，並運用多樣本恆等考驗，考驗二組樣本在教師
歸歷程模式的Γ矩陣（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與Β矩陣（潛在依變項對潛在
依變項）之參數差異結果。在教師效能信念調節效果的評估方面，將探討高效能
信念教師與低效能信念教師這二組樣本的觀察資料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適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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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運用多樣本恆等考驗，考驗二組樣本在教師歸歷程模式的Γ矩陣（潛在自
變項對潛在依變項）與Β矩陣（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之參數差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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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方法與對象
研究方法與對象
一、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法可搜集到大樣本的資料，但卻會失去研究對象要透露商議其歸因
的意義或訊息之機會，無法深入問題核心，取得較完整的資料。因此本研究擬從
真實情境中擷取事件的情境訊息，了解人際互動過程中所傳遞的歸因信念，進行
自然情境的觀察研究法。由於教室觀察只能觀察記錄到師生的外顯行為，無法窺
知師生彼此的內在思想與知覺，故本研究認為若要了解教師的歸因知覺，可行的
方法是透過一對一的訪談，透過語言述說其思維脈絡，來蒐集研究參與者的歸因
知覺歷程，結合研究者對外顯師生互動行為的觀察資料，予以有系統地綜合與分
解，進而分析與解釋教師歸因歷程在真實教室情境中的情形。因此，實際作法將
以教室觀察的資料為討論腳本，請參與者回想並敘說自己在事件發生當下，對幼
兒行為問題的人際歸因知覺、及因應幼兒行為的意義等等，或讓研究參與者觀看
事件發生時的錄影畫面，以促進參與者回憶起事件發生的情形或直接對錄影到的
事件進行意見發表。
由此可知，在質化取向的研究過程中採用參與觀察和訪談法來蒐集資料，以
下分別針對這二種研究方法的內容予以說明之。
（一）參與觀察研究法（
）
參與觀察研究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參與觀察可以深入地取得被觀察者的觀點，分享他們每天生活的經驗，其基
本前提是，要滲入被觀察者的世界、直接參與被觀察者的世界、創造認同。依研
究者所涉入觀察情境的程度。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是屬於「觀察者為參與
者」
，大多數時間保持置身事外的態度對研究現象或被觀察者很少介入或參與，只
有偶而有互動或參與活動的成分很少，研究者的角色重點仍是觀察者。這種參與
性觀察的情境比較自然，觀察者不僅能夠對被研究的現象得到比較具體的認識，
而且可以深入到被觀察者的文化內部，了解他們對自己行為意義的解釋（陳向明，
2002）
。為順利進行教室觀察後的個別訪談，幫助參與者正確回憶研究者所欲探討
之事件，在不干擾教室情境事件發生之條件下，在觀察過程中將輔以錄影或照相
紀錄。
本研究採用事件取樣法來蒐集教室真實行為問題事件發生的經過，包括從開
始到結束。由於本研究中將行為問題定義為發生於幼兒遊戲情境時，與搶奪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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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所發生的打人行為，為配合研究需要，每次的觀察場域必須是幼兒自由玩玩
具的遊戲情境，觀察的目標事件為與搶奪玩具有關所發生的打人行為。雖然本研
究事先設定好觀察的場域，但觀察的情境仍屬自然情境的觀察，幼兒遊戲的情境
為原本進行遊戲活動的場地，活動的型式與時間長度也是班級既定的課程作息內
容，研究者並沒有對場地環境做任何事先安排或控制。
（二）訪談研究法
本研究採用的是半結構訪問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將訪問的題目事先
設計成訪問大綱作為訪問的依據。進行訪問時，雖然會照著訪問大綱的題目施行，
但留下較大的彈性讓受訪者表達更多的意見與想法。而且訪談員在進行訪問時，
也有較大自由控制訪談的程序與用語，故兼具結構式訪問與無結構式訪問的優點
（吳明清，1994）
。本研究訪談進行方式為個別晤談，訪談對象為幼兒教師，於每
次進班觀察後的當天或隔週下次到校觀察的中午休息時間進行，每次訪談時間長
度約 30 分鐘左右，地點在幼兒園行政辦公室內的來賓會客區。

二、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將行為問題定義為發生於幼兒遊戲情境時，與搶奪玩具有關所發
生的打人行為，因此，本研究對象採取立意取樣，將觀察場域設定為幼兒進行玩
玩具的遊戲情境，屬於自由活動時間，且班級組成成員裡須有新台灣之子背景的
幼兒。另外，考量研究者人力、時間及地點之限制，將採取方便取樣，在研究者
所在的苗栗縣北區鄉鎮的幼兒園中，選取符合研究變項條件，包括班級中有新台
灣之子，且同意研究者長時間進入該校教室進行觀察的幼兒園及幼兒教師進行研
究，並事先取得該班老師同意，來進行教師訪談。
在研究對象的選取方面，由於需要研究者長時間的進入學校與班級內進行實
地觀察，並依據幼兒行為問題發生的頻率，進一步訪談教師，每週進行訪談 1 至 2
次，因此需要教師撥出時間，同意在繁忙的教保工作中，讓研究者頻繁地涉入教
室，對研究對象可說是一種壓力，故研究對象的尋找並不容易。因此，研究者初
次選取的研究對象，在經過二週的進班觀察過程後，教師向研究者表示業務增多、
工作壓力較大，希望停止合作，研究者遵守研究倫理規範，予以尊重，只好重新
尋覓研究對象。經專家效度團體成員的協助下，重新洽談苗栗縣勝利幼兒園（化
名）
，在獲得對方的同意後重新開始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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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幼兒園於民國 93 年創立，在 100 學年度全校班級數為 6 班，教保人員（包
括園長）人數共有 8 位，皆具備教育部規定之教保人員資格。本研究在剛開始時
選定勝利幼兒園的二個大班教室情境為觀察場域，為增進研究資料的數量，於實
施四週後，再新增二個中班教室情境為觀察場域。因此，觀察研究的對象為四個
班級的 64 位幼兒，與四位帶班老師，詳細背景資料如表 3-4，為了方便觀察當時
對發生目標事件的幼兒進行紀錄，特別請老師提供幼兒名單，並由研究者按照座
位將每位幼兒予以編號，大寫英文符號為男性、小寫為女性，大小寫無特別意義
純粹供作識別，以方便觀察記錄，並作為後續研究報告將幼兒化名用。

班級
數
1
2
3
4

班級年
齡層
大班
大班
中班
中班

表 3-4 質性研究對象之背景資料
班級
教師
教學 幼兒數量
代號
代號
年資
甲
甲師
15 年 17（男 7 女 10）
乙
乙師
6 年 14（男 7 女 7）
丙
丙師
13 年 17（男 9 女 7）
丁
丁師
6 年 16（男 9 女 7）

幼兒代號
甲 A～甲 q
乙 A～乙 n
丙 A～丙 Q
丁 A～丁 p

研究者固定每週在每個班級教室觀察 1 次，觀察時間長度每次約 40 分鐘。觀
察進行時間從民國 100 年 9 月起至 101 年 1 月底，扣除臨時變動因素，如幼兒園
要進行戶外教學、或要發展評估等等因素，導致無法進班觀察之外，每個班級各
觀察約 12～13 次，共進行 50 次的進班觀察。而訪談對象設定為研究者所進行觀
察的四個班級的老師，教師代號為甲師、乙師、丙師、和丁師，訪談的次數則因
各班觀察的結果而有不同，當週觀察時若該班級的幼兒沒有出現目標事件，則不
進行教師訪談。並且考量盡量不佔用老師午休時間且在不增加老師壓力的前提
下，教師個別訪談平均約二週才進行一次，每位老師約進行六至七次的訪談。本
研究觀察與訪談進行次數與詳細日期整理如下表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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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代號
觀察次數
觀察日期
（資料
編號）

訪談次數
訪談日期
（資料
編號）

表 3-5
甲師
13
觀甲 1000913
觀甲 1000920
觀甲 1000927
觀甲 1001004
觀甲 1001014
觀甲 1001021
觀甲 1001028
觀甲 1001101
觀甲 1001108
觀甲 1001125
觀甲 1001208
觀甲 1001216
觀甲 1010117
7
訪甲師 1000915
訪甲師 1000927
訪甲師 1001004
訪甲師 1001020
訪甲師 1001101
訪甲師 1001209
訪甲師 1010117

觀察與訪談研究進行次數與日期
乙師
丙師
13
12
觀乙 1000915
觀丙 1001021
觀乙 1000920
觀丙 1001027
觀乙 1000929
觀丙 1001103
觀乙 1001006
觀丙 1001110
觀乙 1001020
觀丙 1001122
觀乙 1001027
觀丙 1001202
觀乙 1001103
觀丙 1001216
觀乙 1001108
觀丙 1001223
觀乙 1001122
觀丙 1001230
觀乙 1001209
觀丙 1010103
觀乙 1001223
觀丙 1010112
觀乙 1001230
觀丙 1010116
觀乙 1010117
7
6
訪乙師 1000920 訪丙師 1001021
訪乙師 1000929 訪丙師 1001110
訪乙師 1001028 訪丙師 1001202
訪乙師 1001108 訪丙師 1001230
訪乙師 1001125 訪丙師 1010112
訪乙師 1001208 訪丙師 1010116
訪乙師 1001230

丁師
12
觀丁 1001014
觀丁 1001028
觀丁 1001101
觀丁 1001111
觀丁 1001125
觀丁 1001202
觀丁 1001209
觀丁 1001227
觀丁 1001230
觀丁 1010103
觀丁 1010112
觀丁 1010116
6
訪丁師 1001103
訪丁師 1001125
訪丁師 1001209
訪丁師 1001227
訪丁師 1010103
訪丁師 1010116

三、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質化取向研究以解釋理論模式並探詢真實現象為目的，欲從幼兒教
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時的知覺經驗中，發覺其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歸因與情緒、責
任判斷、期待、因應策略間的關係。因此本部分研究工具共有二項：行為問題事
件取樣記錄表、與教師訪談問題大綱。
本研究採用事件取樣法來蒐集教室真實行為問題事件發生的經過，包括從開
始到結束。為了有效記錄教室現場的目標行為，研究者在進入教室觀察前完成編
擬「行為問題事件取樣記錄表」作為觀察研究之工具，參閱附錄四。對於觀察時
取樣的目標事件，在先行性研究完成之後，本研究設定目標行為問題為發生於幼
兒遊戲情境時，與搶奪玩具有關所發生的打人行為，亦是觀察研究的目標事件，
但為了有利於觀察進行時對事件的取樣，於是研究者擴大定義觀察的目標行為事
件為搶奪玩具，亦可收增加觀察資料及豐富內容之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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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進入教室進行觀察時，當幼兒出現搶奪玩具的行為時，研究者便立即
加以記錄事件發生的始末，於觀察結束後研究者亦立即寫下研究者對此事件的說
明解釋。
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研究者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方式來蒐集教師對行為問題
的歸因、情緒感受、因應策略等相關資料，雖然事先擬定好訪談大綱，但訪談者
將隨受訪者身心狀況與情境條件，彈性變化訪談脈絡，訪談大綱主要的問題有：
（1）由研究者描述觀察場域幼兒發生目標行為問題的情形，請教師先回憶並
敘述事件發生的經過，以確認訪談事件的一致性。
（2）幼兒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行為？
（3）教師當時的感覺及情緒反應如何？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4）教師當時採取此策略的理由？
（5）對於幼兒們會發生此事件行為的看法？是誰的責任？未來會再發生嗎？

訪談主要的問題特性偏向描述性問題與解釋性問題，第 1 題、第 3 題前半部
份為描述性問題，請老師對事件現象加以描述；第 2 至 5 題為解釋性問題，請老
師從自己的角度對發生的現象進行解釋。另外，為了防止教師在回憶及敘述行為
問題發生部份有所困難，將佐以錄影的影像協助教師恢復記憶，完成受訪內容。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質性資料依方法的不同，有觀察資料及訪談資料，資料的呈現以資料代號＋
對象＋年月日的方式來編號，首先第一碼以訪字代表訪談資料、以觀字代表觀察
資料、以影字代表觀察錄影資料，接著是對象代號（如表 3-5 所示）
，最後為發生
的年月日。以「訪甲師 1000927」資料為例，代表這是研究者在民國 100 年 9 月
27 日訪談甲班老師的資料；以「觀乙 1001103」資料為例，代表這是研究者在民
國 100 年 11 月 3 日在乙班進行觀察所搜集到的資料；以「觀乙研 1001103」資料
為例，代表這是研究者針對 100 年 11 月 3 日乙班觀察資料中所紀錄的研究者主觀
說明。
觀察研究的資料，由研究者在每次進班觀察記錄時所使用的研究工具-行為問
題事件取樣記錄表來獲得，在觀察現場研究者運用紙筆進行紀錄，並加註研究者
本身對事件的說明，於事後再輸入電腦整理成文字檔，以利質化分析軟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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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研究獲得的資料部份，依照訪談錄音內容轉謄為文字稿，並紀錄訪談內容中
特殊的表情、音調以及停頓之處 並藉由不斷聆聽錄音內容及熟讀訪談稿，深入了
解受訪者的想法，以作為未來資料整理與歸納架構的參照。本研究透過質化分析
軟體 MAXQDA 的協助來建立編碼，使文本系統化。本研究質化資料分析的步驟
（黃瑞琴，1994；張芬芬譯，2005）
，如下所述：
（一）轉錄原始資料，
轉錄原始資料，形成整理稿
形成整理稿
將每次研究的觀察資料，以一個行為事件為分析單位；訪談逐字稿則以研究
者與受訪者的對話段落為分析單位，將各個分析單位的資料適度切割，找尋資料
中可以作為焦點類別的關鍵內容，依照教師的原因知覺、情緒反應、對事件的責
任與期待的看法、及教師的因應策略等主題分類。
（二）建立初步主題代碼，
建立初步主題代碼，進行開放性編碼
研究者依據理論基礎與研究架構先提出一個基本的主題代碼系統，包括教師
的原因知覺、情緒反應、責任判斷、對未來期待、及教師的因應策略等主題代碼，
在每個主題代碼下，有研究者初步設定的類別架構。不過這些初步的類別架構只
是預先設定的，並非一成不變的，隨著研究者檢視資料及開放性編碼的過程，逐
步擴充、加入、調整和合併，進行代碼的修改。一開始進行開放性編碼之目的在
擷取文本中與本研究相關議題的概念，進行命名，是用來精簡文本用的。本研究
初步設定的主題代碼類別架構說明如下表 3-6。
（三）進行編碼分析，
進行編碼分析，建立類別架構
資料的編碼分析工作是將資料分類、篩檢、建構和再建構成各種類別，是一
種心智性與技術性的分類工作。研究者須持續地閱讀和檢視資料，擷取資料中與
主題有關的文本，予以開放性編碼，檢視編碼間的關聯，修正初步類別架構，建
立各種編碼的類別，進行主題編碼。
（四）展現資料
最後再將每個類別編碼的資料組合在一起，藉以瞭解資料的脈絡和整體結
構，並運用圖表來了解各種主題編碼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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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質性資料分析初始代碼說明表
主題代碼 類別架構
定義說明
A 歸因
A_01 穩定的
會一直持續影響幼兒以後的表現
A_02 不穩定的
只有短時間會出現影響幼兒，是不穩定的
A_03 可控制的
幼兒可以控制自己讓行為不要發生
A_04 不可控制的
幼兒無法控制自己讓行為不要發生
A_05 幼兒本身原因
是幼兒本身造成的
A_06 幼兒以外原因
是幼兒本身以外原因造成的
B 情緒
B_01 正向情緒
老師的情緒是正向的，如同情
B_02 負向情緒
老師的情緒是負向的，如生氣
C 責任
C_01 幼兒
幼兒要負起責任
幼兒不須負起責任
C_02 非幼兒
D 期待
D_01 成功改善
以後不會出現行為問題
以後還是會出現行為問題
D_02 維持不變
E 因應
E_01 正向策略
老師使用的因應策略是正向的
策略
E_02 負向策略
老師使用的因應策略是負向的

五、信效度評估
質性研究結果品質的把關與信、效度有著密切的關係，高淑清（2008）提到
Lincoln 和 Guba（1999）主張可信度（trustworthiness）的四個標準來取代量化研究
中的信度和效度，包括可信賴性（credibility）
、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可靠性
（dependability）與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本研究運用下列五種方法來增加質
性研究資料分析的可信度。
（一）科學儀器紀錄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一律使用錄音筆進行記錄，在觀察過程中則輔以相機進
行錄影，以減少研究者在資料蒐集過程發生資料缺漏的情形。
（二）研究參與者檢證
為了檢試資料的正確性，訪談資料轉謄成逐字稿後，將訪談內容請受訪老師
們進行審閱確認內容無誤並表達出其原意。
（三）多元檢證
本研究同時進行觀察法與訪談法是一種多元檢定的方法。因為觀察可以使我
們看到被研究者的行為，而訪談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們行為的動機和意義，我們
可對被研究者所說的和所做的事情之間進行相關檢驗（陳向明，2002）
。本研究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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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二種觀察法與訪談法資料蒐集方法來進行教師歸因與行為的檢驗。
本研究除了訪談幼兒教師外，為使研究者對研究現象事實的了解更為周全，
亦增加一位訪談對象，即幼兒園園長的訪談。由於園長皆認識全校幼兒，且對幼
兒家長屢有接觸，故能對幼兒的行為問題發表自己的觀察與看法。而且經長年的
相處，亦熟悉受訪老師們的教學信念與方式，因此可增加訪談內容的可信度，並
掌握多元觀點，以增加資料解讀的正確性。
（四）同儕稽核
研究者商請一位專家效度團隊成員擔任稽核者，針對觀察資料進行編碼，整
體而言，研究者與稽核者對資料編碼一致性達 88％。
（五）互為主體性
研究者在正式獲得研究對象的同意參與後，利用約一個月的時間，每週一次
到研究對象的班級教室進行非正式的觀察，讓幼兒熟悉研究者出現在教室的情
景，並利用課餘時間和老師們話家常，試圖在正式進行質性研究前，研究者希望
與參與研究的老師們建立互信關係，使他們獲得舒適、安全的感覺，以便在訪談
過程中能暢所欲言，營造互為主體性的誠信關係。

六、研究倫理
由於質性研究方法相當關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關係對研究的影響，因此
研究工作的倫理規範在質的研究中是一項重要的課題。本研究緊守自願、公開與
保密原則來恪守與研究對象間的關係，維護研究倫理。
在選取研究對象時，研究者以本研究實施計畫公開地向研究對象詳細說明相
關的研究資訊及權利，並經研究對象同意後簽署同意書，因此，在正式研究前，
參與本研究的幼兒園主管與老師們便知道本研究的主題，同意且願意向研究者分
享自己的看法。在本研究中，由於觀察與訪談的主題為幼兒搶奪玩具、打人行為，
涉及教師的教學和行為輔導的成效，有可能引發其不愉快的感受，因此，研究者
謹守研究者的身分，對於受訪老師的教學和輔導作法不加以評論，亦不發表任何
指導性的言論，依據研究目的虛心向受訪老師們請教，並運用諮商技巧引導受訪
教師，在進行研究前確立訪談大綱，熟悉訪談使用的技術及注意的事項與處理方
式，將可能造成的傷害減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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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訪談前，向參與研究的老師們特別提及保密約定，為維護個人隱私，
所有報告中出現的學校名稱老師或幼兒姓名皆以化名方式處理，積極取得研究對
象的信任，以降低研究對象不必要的擔心，使其在安全的氣氛下提供個人觀點。
此外，給予對方研究者的名片，以便研究過程任何時候若有問題可與研究者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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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3-6 所示，可分成五個主要階段：文獻蒐集及整理、先
行性研究、研究工具的編製、研究的實施、及研究結果的撰寫等階段。

文獻蒐集與整理
根據文獻探討得到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之理論架構

先行性研究
以開放性問題問卷調查幼兒教師對問題行為的看法

研究工具編製
依據開放性問題之調查結果進行研究工具之編製

研究實施
研究實施
量化研究

質化研究

進行問卷調查研究

進行參與觀察與訪
談研究

整理研究結果，進行分析及解釋

撰寫研究
撰寫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
1.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之建構與驗證
2. 教師歸因歷程的質性研究
圖 3-6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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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蒐集及整理的階段
本研究經多年蒐集與閱讀有關歸因及幼兒行為問題等主題之文獻，至民國 99
年 9 月確定研究主題，並整理文獻獲得教師歸因歷程之理論架構後，開始著手進
行研究工作的規劃與研究工具編製。

二、先行性研究的階段
為有效獲取符合現實教學情境之有效的目標行為問題，及教師對幼兒行為問
題的真實看法，以作為後續研究工具編製的基礎，本研究將進行先行性研究，設
計一式開放性問題之問卷（open-ended questionnaire）
，於民國 99 年 12 月份中旬起
發給任教於苗栗縣頭份鎮內幼兒園的教師們，詢問其對幼兒行為問題的看法，包
括：常見之幼兒行為問題描述、行為嚴重程度之判斷、原因推論、教師情緒反應、
教師因應策略等五項問題，請他們以文字描述各自對這些問題的經驗與知覺。考
量時間進入聖誕節，幼兒園辦理活動工作量重，研究者於二週後收回問卷，進行
資料整理分析工作，以獲取目標行為問題作為編製調查研究、觀察及訪談研究工
具之目標行為。

三、研究工具編製的階段
在先行性研究完成之後，由研究者邀請熟悉幼兒園生態之二位資深幼兒教師
及二位幼兒園主管，與曾參與教育部輔導幼兒園計畫之有經驗的專家學者一位，
加上具有編製問卷經驗的博士級以上大專校院幼保系助理教授一位，組成問卷編
製之專家效度團隊，共同對本研究使用之量化及質化研究工具進行審核及提供修
正意見。
依據研究方法之不同，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工具有三：在量化研究方面，研
究工具為「教師處理幼兒在校行為問題問卷」
，由研究者與專家效度團隊依據本研
究之目的、先行性研究結果及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理論架構所編製而成。
在質化研究方面，採用參與觀察法及訪談研究法，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與專家
效度團隊依據研究目的、先行性研究結果及理論架構所設計之「行為問題事件取
樣記錄表」
、與「幼兒行為問題教師訪談大綱」
。

四、研究的實施階段
於量化研究工具編製過程的同時，同步進行教室觀察與訪談教師的質性研究
工作，於民國 100 年 8 月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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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研究部分，以我國桃竹苗地區公私立幼兒園之幼兒老師為研究對
象，寄發研究者自編之「教師處理幼兒在校行為問題問卷」
，於民國 101 年 3 月完
成問卷資料的搜集。質化研究部分，考量研究者人力、時間及地點之限制，將採
取方便取樣及立意取樣，在研究者所在的苗栗縣北區鄉鎮的幼兒園中，選取符合
研究變項條件且同意研究者進入該校教室進行觀察的幼兒園及幼兒教師進行研
究。為獲取充足之質化資料，觀察班級數為二個大班班級及二個中班班級，參與
研究的教師有 4 位，研究時間長達 5 個月。

五、研究結果的撰寫階段
針對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之資料分別進行資料分析與整理，並進行撰寫研究
結果及討論，最後依據量化與質化研究的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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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內容主要分成六節，第一節為各變項之基本描述統計分析；第二節是探
討本研究建構的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適配情形及各變項間的效果；第三節分析本
研究建構的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之修正模式的適配情形及各變項間的效果；第四節
將比較資深教師與資淺教師在教師歸因歷程中的多群組分析；第五節探討教師效
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的調節與中介效果；第六節為質性研究的結果與討論；最
後第七節為結合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結果的綜合討論。

第一節 基本統計分析
基本統計分析結果
分析結果
本節主要呈現受試者在各研究變項的基本統計分析，並探討本研究觀察資料
的常態性檢定。其結果如下表 4-1 與 4-2 所示。

一、研究變項之描述統計分析
表 4-1 為教師歸因歷程模式 18 個測量指標的相關係數矩陣，表中顯示所有相
關係數的絕對值介於.00～.63 之間。在自變項-幼兒原因方面，幼兒後天原因（X6）
與未來期待、責任判斷、正向策略及負向策略達顯著正相關；幼兒先天原因（X5）
則與責任判斷、同情情緒、生氣情緒及負向策略達顯著正相關。
在依變項-情緒方面，同情情緒與控制性歸因向度及未來期待達顯著負相關；
生氣情緒則與未來期待達顯著負相關，而與責任判斷及負向策略達顯著正相關。
在依變項-因應策略方面，不論正向或負向因應策略皆與幼兒原因達顯著正相
關。正向策略與未來期待達顯著正相關，而負向策略與責任判斷及生氣情緒達顯
著正相關，其中負向策略與生氣情緒的相關係數介於.28～.34 之間，為數值最大的
變項間相關係數。而且正向策略與負向策略二者亦達顯著正相關。
表 4-2 為各觀察變項的描述統計結果，就集中情形而言，受試者在正向因應策
略 2 的平均得分最高（M＝5.24），其次亦是正向因應策略 1（M＝4.8）。以離散
情形而言，穩定性歸因向度的標準差最大（SD＝1.22），以對未來期待的標準差
最小（SD＝.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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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 18 個測量指標的相關係數矩陣（N＝684）
穩定性
X1
X2
X1
1
X2 .23**
1
X3 -.11** .14**
X4
.05
-.06
X5 -.09* .16**
X6 -.10** .13**
Y1
.05 -.17**
Y2
-.01
.03
Y3 -.10** .15**
Y4
-.06 .16**
Y5 -.08*
.07
Y6
-.07
.04
Y7
.04
.16**
Y8
-.02 .15**
Y9
.00
-.01
Y10 .13** -.01
Y11 -.04
.02
Y12 -.04
.07

控制性
X3
X4

1
.28**
.18**
.08*
.03
.15**
.13**
.29**
-.01
.03
.10**
.07
.01
.03
.02
.11**

1
-.07
-.05
.17**
.02
.05
.03
-.19**
-.16**
.02
.02
.02
.14**
.06
.06

註： *表示 p＜.05；**表示 p＜.01

幼兒原因
X5
X6

1
.31**
-.08*
-.02
.13**
.16**
.17**
.11**
.20**
.14**
-.00
.00
.20**
.17**

1
.09*
.10*
.10*
.09*
.06
.04
.13**
.05
.17**
.16**
.08*
.13**

未來期待
Y1
Y2

1
.43**
-.16**
-.11**
-.10**
-.02
-.12**
-.21**
.26**
.29**
-.02
-.07

1
.10**
.12**
-.08*
.00
.01
-.07
.19**
.17**
.02
-.02

責任判斷
Y3
Y4

1
.44**
-.09*
-.19**
.26**
.28**
-.08*
-.04
.2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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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情緒
Y5
Y6

1
.08*
1
.04 .52**
.13** .09*
.18** .07
-.06 -.02
-.08* -.07
.11** -.02
.19** .00

1
-.05
-.07
.01
-.01
-.06
-.06

生氣情緒
Y7
Y8

正向策略
Y9
Y10

負向策略
Y11 Y12

1
.63**
1
.03
-.01
1
.00
-.06 .45**
1
.30** .28** .13** .12**
1
.31** .34** .18** .07 .57**

1

表 4-2 各觀察變項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觀察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係數
X1
穩定性1
3.41
1.15
.18
X2
穩定性2
4.00
1.22
-.44
X3
控制性1
3.90
1.12
-.44
X4
控制性2
3.62
1.11
.01
X5
幼兒先天原因
4.10
.76
-.54
X6
幼兒後天原因
4.44
.76
-.44
Y1
對未來期待1
4.20
.76
-.13
Y2
對未來期待2
4.12
.68
-.34
Y3
責任判斷1
3.65
.86
-.09
Y4
責任判斷2
3.61
.92
-.23
Y5
同情情緒1
3.43
1.06
.04
Y6
同情情緒2
3.77
1.09
-.51
Y7
生氣情緒1
4.00
1.06
-.79
Y8
生氣情緒2
3.45
1.18
-.30
Y9
正向因應策略1
4.80
.92
-.99
正向因應策略2 Y10
5.24
.90
-1.54
負向因應策略1 Y11
4.06
.99
-.84
負向因應策略2 Y12
3.68
1.04
-.45
84.56 / 41.21
Mardia 係數 / 臨界比
p（p+2）
18×（18+2）＝360

峰度係數
-.56
-.28
-.15
-.50
.43
.33
-.02
1.29
.20
-.14
-.69
-.29
.32
-.61
1.74
3.27
.69
-.10

二、觀察資料之常態性檢定
SEM 分析的一個重要假定是資料結構要滿足常態性假設，由於 AMOS 統計軟
體內定的模式估計方法為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簡稱 ML 法）
，但當
變項之資料結構偏離常態性資料結構情形嚴重時則不宜採用。資料的常態性分為
兩個層次：一是單變數的常態性檢定，當變項的偏態係數絕對值若大於 3、峰度指
標絕對值若大於 10（較嚴格標準為 8）
，表示資料結構的分配可能不是常態（吳明
隆與張毓仁，2010）
；另一種是多元常態性檢定，可利用多元偏態與峰度係數，簡
稱 Mardia 係數，來進行檢定。一般常以 Mardia 係數的臨界比小於 3.3 作為判斷準
則，但此方法過於嚴苛，因此多以比較 Mardia 係數與觀察變項的數量之方式來進
行檢驗，當 Mardia 係數小於 p（p+2）時（p 為觀察變項的數量）
，則可確認樣本
資料具有多元常態性（陳寬裕、王正華，2010）
。
因此，本研究將採用偏態係數及峰度係數、與比較 Mardia 係數與觀察變項的
數量之方式來進行資料結構的常態性評估，然後依據適配度檢驗標準，來檢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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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並獲知模式的信度和效度。
由表 4-2 可知，單變數常態性評估結果發現，所有觀察變項的偏態係數絕對值
介於.01〜1.54，皆小於 3；峰度指標絕對值介於.02〜3.27，皆小於 8，故符合單變
數常態性的規定，顯示資料結構的分配並無嚴重偏離常態性。在多元常態性檢定
部份，本研究觀察資料獲得的 Mardia 係數為 84.56 小於 p（p+2）值（360），故
本研究樣本資料具有多元常態性，可以最大概似法（ML 法）進行結構方程式分析。

第二節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之驗證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之驗證
完整的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包含測量模式
（measurement model）與結構模式（structural model）
。本研究以穩定性歸因向度
（ξ1）
、可控性歸因向度（ξ2）及幼兒原因來源（ξ3）這三者為潛在自變項；對
未來的期待（η1）
、責任判斷（η2）
、同情類情緒（η3）
、生氣類情緒（η4）
、正
向因應策略（η5）
、與負向因應策略（η6）為潛在依變項，提出了幼兒教師歸因
歷程模式，見圖 3-4。
、吳明隆與張毓仁（2010）
、陳正昌等人（2009）
本研究參考 Bagozzi 與 Yi（1988）
的觀點分別從基本模式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標準與內在模式適配標準等三方
面來評鑑理論模式是否能解釋實際觀察所得的資料，以下先從理論假設模式的適
配度考驗情形、及教師歸因歷程模式各變項間的效果探討之，再分析修正模式的
適配度考驗及分別說明之。

一、教師歸因歷程理論模式之適配度考驗
本研究初始建構之理論模式，經結構方程式估計結果顯示：χ2（126，N=684）
＝595.49，p＜.05，RMSEA＝.074，GFI＝.91，AGFI＝.88，NFI＝.75，TLI＝.75，
CFI＝.79，PGFI＝.67，PNFI＝.62。
本研究的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之參數估計結果，如表 4-3、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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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測量模式估計參數表
參數
λx11
λx21
λx32
λx 42
λx53
λx 63
λy11
λy21
λy32
λy42
λy53
λy63
λy74
λy84
λy95
λy105
λy116
λy126
δ1
δ2
δ3
δ4
δ5
δ6
ε1
ε2
ε3
ε4
ε5
ε6
ε7
ε8
ε9
ε10
ε11
ε12

關係
穩定性X1
穩定性X2
控制性X3
控制性X4
幼兒原因X5
幼兒原因X6
期待Y1
期待Y2
責任Y3
責任Y4
同情Y5
同情Y6
生氣Y7
生氣Y8
正向策略Y9
正向策略Y10
負向策略Y11
負向策略Y12
X1 的誤差
X2 的誤差
X3 的誤差
X4 的誤差
X5 的誤差
X6 的誤差
Y1 的誤差
Y2 的誤差
Y3 的誤差
Y4 的誤差
Y5 的誤差
Y6 的誤差
Y7 的誤差
Y8 的誤差
Y9 的誤差
Y10 的誤差
Y11 的誤差
Y12 的誤差

未標準化參
數估計值
1.00
.26
1.00
.29
1.00
.57
1.00
.55
1.00
1.06
1.00
.57
1.00
1.16
1.00
1.10
1.00
1.21
.05
1.40
.05
1.13
.26
.48
.16
.34
.42
.48
.05
.85
.45
.49
.50
.40
.4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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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誤

t 檢定值

.12

6.24**
7.56**
3.5**
5.33**
7.25**
16.04**
13.70**
6.86**
9.90**

.08

18.44**

.06
.09
.04
.07
.03
.05
.06

18.41**
2.86**
12.52**
2.23*
11.89**
8.61**
8.78**

.05
.05
.06
.06
.06
.05
.07

18.14**
9.09**
7.77**
9.13**
6.39**
9.32**
5.54**

.04
.04
.16
.10
.15
.04
.09
.16

標準化
係數
.98
.24
.98
.28
.74
.42
.84
.52
.66
.66
.98
.54
.77
.80
.64
.71
.71
.81
.04
.94
.04
.92
.45
.83
.29
.74
.57
.57
.05
.71
.40
.36
.60
.49
.50
.35

表 4-4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結構模式估計參數表
參數
γ11
γ22
γ13
γ23
β51
β32
β42
β53
β64
ζ1
ζ2
ζ3
ζ4
ζ5
ζ6
ψ12
ψ13
ψ23

關係
穩定性未來期待
控制性責任
幼兒原因未來期待
幼兒原因責任
未來期待正向策略
責任同情
責任生氣
同情正向策略
生氣負向策略
未來期待η1 的殘差
責任判斷η2 的殘差
同情情緒η3 的殘差
生氣情緒η4 的殘差
正向策略η5 的殘差
負向策略η6 的殘差
ξ1 與 ξ2 的共變異數
ξ1 與 ξ3 的共變異數
ξ2 與 ξ3 的共變異數

未標準
化參數
估計值
.03
.13
-.06
.31
.44
.07
.65
-.02
.46
.40
.26
1.07
.53
.26
.34
-.14
.15
-.09

標準
誤

t 檢定值

標準化
係數

.03
.03
.07
.11
.10
.10
.09
.03
.05
.08
.05
.06
.06
.05
.05
.05
.03
.03

1.04
4.59**
-.88
2.87**
4.44**
.68
7.31**
-.56
8.69**
5.19**
5.25**
17.64**
8.59**
5.48**
7.34**
-2.77**
4.40**
-2.86**

.05
.24
-.06
.31
.48
.04
.45
-.03
.54
.99
.81
1.00
.80
.77
.71
-.11
.24
-.15

註：”－”為參照指標；*p<.05；**p<.01

（一）基本模式
基本模式適配標準
模式適配標準
從表 4-3、表 4-4 可知，本模式的所有誤差變異，包括 Y 變項的測量誤差（ε
1〜ε12）
、X 的測量誤差（δ1〜δ6）與潛在依變項殘差（ζ1〜ζ6）
，皆沒有出
現負的誤差變異，且達.05 的顯著水準。同時在標準誤方面，估計參數的標準誤不
能太大，由表 4-4 表 4-5 發現估計參數的標準誤均介於.03〜.16 之間，沒有出現太
大的標準誤。
在因素負荷量方面，測量模式中測量變項 X1 至 X6 的因素負荷量介於.24~.98
之間，測量變項 Y1 至 Y12 的因素負荷量介於.52~.98 之間，其中，穩定性 2（X2）
、
控制性 2（X4）及幼兒後天原因（X6）的因素負荷量低於 0.5，故 18 個測量變項
中有 3 個因素負荷量低於 0.5。
104

從下表的基本適配度考驗結果，可得知本研究所建構的理論模式之基本適配
度尚佳。
表 4-5 本研究理論模式之基本適配度考驗結果摘要表
指標
檢定結果
模式適配判斷
1.不能有負的誤差變異數。
無
是
2.誤差變異數必須達顯著水準。
達顯著水準
是
.24〜.98
否
3.因素負荷量不能太低(低於.5)或
太高(高於.95)。
有 3 個因素負荷量低於 0.5
4.不能有很大的標準誤。
.03〜.16
是

（二）整體模式適配標準
整體模式適配標準在評鑑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相當於模式外在
品質的評鑑指標。本研究所建構的理論模式之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如表 4-6。
雖然卡方值已達顯著水準，但由於卡方值容易隨著樣本人數愈大愈容易達到
顯著，所以通常列為參考指標，還須參考其他適配度標準來做判斷。而卡方自由
度比值（χ2 /df）受樣本數大小的影響較小，一般判別標準為小於 3，但較寬鬆的評
鑑標準為小於 5（黃芳銘，2004）
。本模式的卡方自由度比值為 4.73，適配度符合
寬鬆標準。
在絕對適配度的其他指標方面，若 RMSEA 值小於.08，表示模式適配度尚可，
本研究理論模式獲得的數據為.074，已符合標準。然而，本研究在 GFI 為.91，大
於.9 的標準，不過 AGFI 值的檢定數據未大於 0.9，一般而言愈接近 1，表示假設
模式的適配度愈好，顯示本研究的理論模式適配度不夠理想。
在比較適配度指標方面，其目的在檢視理論模式與基準模式互相比較的結
果，本研究檢定結果數據 NFI、CFI 及 TLI 值皆未符合大於 0.9 的標準值。
最後，在精簡適配指標方面，其目的在評估理論模式的精簡程度，本研究在
PGFI 與 PNFI 值的檢定數據皆符合大於 0.5 的標準值，因此本模式具有不錯的精簡
適配度。以上 10 個適配度指標值，有 5 個指標符合標準，顯示本理論模式與樣本
觀察資料的契合度不佳，外在品質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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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本研究理論模式之整體適配度考驗指標統計量摘要表
類別
指標
標準值或
檢定結果
模式適配判斷
數據
臨界值
絕對適配 卡方值
p＞.05
595.49（p＜.05）
否
2
χ /df
4.73
度指標
＜3 或 5
是
GFI
.91
＞0.9
是
AGFI
.88
＞0.9
否
RMSEA
.074
＜0.08
是
NFI
.75
比較適配
＞0.9
否
TLI
.75
度指標
＞0.9
否
CFI
.79
＞0.9
否
.67
精簡適配 PGFI
＞0.5
是
PNFI
.62
度指標
＞0.5
是

（三）模式內在適配標準
模式內在適配標準度主要在評量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的信度、估計參數的顯
著水準等，相當於模式內在品質。在結構模式的適配度上，由表 4-4 可知所估計參
數中，除了穩定性對未來期待（γ11）
、幼兒原因對未來期待（γ13）
、責任對同
情情緒（β32）
、及同情對正向策略（β53）的影響未達.05 的顯著水準，其餘 5
個結構估計參數皆達顯著水準。在測量模式的適配度上，由表 4-3 可知所估計參數
中，全部 18 個變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水準，顯示本理論模式的內在品質大致
良好。
表 4-7 為本理論模式十一個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平均變異數抽取量，以及
18 個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度。結果顯示，所有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除幼兒原
因變項外，皆符合大於或等於 0.6 的標準，而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大於 0.5 的潛在變
項依序有穩定性、控制性、生氣情緒、同情情緒與正向策略等五項。然而個別項
目信度大於 0.45 者有穩定性 X1、控制性 X3、幼兒原因 X5、未來期待 Y1、生氣
情緒（Y7、Y8）
、同情情緒 Y5、負向因應策略（Y11、Y12）
、及正向因應策略 Y10
等十個觀察變項。上述內在適配度的考驗結果顯示本理論模式的內在品質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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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內在適配度考驗指標統計量摘要表
個別項
組合
平均變異數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目信度
信度
抽取量
穩定性 1（X1）
0.96
穩定性 ξ1
0.60
0.51
穩定性 2（X2）
0.06
控制性 1（X3）
0.96
控制性 ξ2
0.62
0.52
控制性 2（X4）
0.08
幼兒先天原因（X5） 0.55
幼兒原因ξ3
0.51
0.36
幼兒後天原因（X6） 0.18
期待 1（Y1）
0.71
未來期待η1
0.64
0.49
期待 2（Y2）
0.27
責任 1（Y3）
0.43
責任判斷η2
0.61
0.44
責任 2（Y4）
0.43
同情類情緒
同情 1（Y5）
0.96
0.76
0.63
η3
同情 2（Y6）
0.29
生氣類情緒
生氣 1（Y7）
0.60
0.76
0.62
η4
生氣 2（Y8）
0.64
正向因應策
正向策略 1（Y9）
0.40
0.63
0.46
略η5
正向策略 2（Y10）
0.51
負向因應策
負向策略 1（Y11）
0.50
0.73
0.58
略η6
負向策略 2（Y12）
0.65
標準值或臨界值
＞0.45
＞0.6
＞0.5

綜合而言，依據以上三種模式適配度考驗結果，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基本適
配度考驗結果符合四項標準。從整體模式適配度結果來看，精簡適配度指標皆符
合標準，五項絕對適配度指標通過三項，不過比較適配度指標的數據結果皆不符
合評鑑標準，顯示本理論模式的外在品質不理想，與樣本觀察資料的契合度不理
想，宜進行模式的修正來改善整體模式的適配度。最後，內在結構適配度考驗結
果，顯示半數以上的潛在變項之組合信度皆達 0.6 以上的評鑑標準，內在品質尚
佳。總之，本研究的研究假設一獲得部份的驗證。

二、教師歸因歷程理論模式各變項間的效果
本研究除了考驗理論模式的適配度之外，更進一步比較各潛在變項之間的效
果，包括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及整體效果等三方面，以便了解各潛在變項間在
此模式中的關係。以下分別就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與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
變項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及整體效果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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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
向度ξ1

未來期
待η1

.05

-.06

控制性
向度ξ2
幼兒原因

.24**

責任判
斷η2

.04

同情情
緒η3

.45**

生氣情
緒η4

.31**

ξ3

正向策
略η5

.48**

-.03

負向策
略η6
.54**

圖 4-1 教師歸因歷程理論模式之結構模式標準化路徑係數圖

（一）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
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
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
間接效果、及整體效果
1.直接效果
直接效果
理論模式中各變項間的直接效果即為徑路係數，也就是模式要估計的參數，
如表 4-4、表 4-8 及圖 4-1 所示。從本研究實際所得的觀察資料顯示，控制性歸因
向度對責任判斷（γ22＝.24）
、和幼兒原因對責任判斷（γ23＝.31）的直接效果皆
達顯著水準。從效果值的正負號，顯示教師將幼兒行為問題歸因至可控制性者，
較會產生幼兒要負最大的責任的判斷；當教師將幼兒行為問題歸因至幼兒本身原
因，會認定幼兒本身要對行為問題負最大的責任。
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假定教師的穩定性歸因向度對幼兒未來期待有直接效
果。但從本研究實際所得的觀察資料，如表 4-4，顯示穩定性歸因對未來期待的直
接效果未達顯著水準（γ11＝.05，t＝1.04）
。
另一個潛在自變項為幼兒原因來源歸因，本研究假定幼兒原因來源歸因對未
來期待、及責任判斷有直接效果。從本研究實際所得的觀察資料顯示，幼兒原因
來源歸因僅對責任判斷的直接效果達顯著水準，但對未來期待的直接效果未達顯
著水準（γ13＝-.06，t＝-.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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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教師歸因歷程理論模式之潛在自變項與潛在依變項間的標準化效果值
潛在自變項
潛在依變項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整體效果
.05
0
.05
穩定性 ξ1
未來期待 η1
0
.02
.02
正向策略 η5
.24
0
.24
控制性 ξ2
責任判斷 η2
0
.01
.01
同情情緒 η3
0
.11
.11
生氣情緒 η4
0
.06
.06
負向策略 η6
0
-.06
幼兒原因 ξ3 未來期待 η1
-.06
0
.31
責任判斷 η2
.31
.01
.01
同情情緒 η3
0
.14
生氣情緒 η4
0
.14
-.03
正向策略 η5
0
-.03
.07
負向策略 η6
0
.07
間接效果
2.間接效果
由表 4-8 及圖 4-1 可知，本研究假定控制性對生氣情緒的間接效果，是以責任
判斷為中介而產生的（γ22×β42＝.24×.45）
，獲得的間接效果值為.11。
本研究假設幼兒原因對正向策略的間接影響有二個路徑，一是幼兒原因透過
對未來期待而影響正向因應策略的使用，此一路徑的直接效果值分別為-.06、.48；
二是透過責任判斷、到同情情緒，再影響正向策略的使用，此一路徑的直接效果
值分別為.31、.04、-.03。幼兒原因對正向策略的間接效果值為-.03，即是這二條路
徑標準化效果值的總和。
由表 4-9 及圖 4-1 可知，幼兒原因對生氣情緒的間接效果值為最大，本研究假
定幼兒原因對生氣情緒的間接效果，是經由責任判斷為中介而產生的（γ32×β42
＝.31×.45）
，獲得間接效果值為.14。
3.整體效果
整體效果
整體效果是直接效果加間接效果而得到的。在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整
體效果方面，由於本研究假設幼兒原因與控制性向度對責任判斷並無間接效果，
所以整體效果便等於其直接效果，這二個潛在自變項對責任判斷之標準化整體效
果值皆達顯著，其效果值分別為.24 及.31。由此可知，將幼兒行為問題歸因至幼兒
原因來源，及歸因至可控制性向度的教師較傾向於認定行為問題發生要負最大責
任的是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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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間接效果等於整體效果方面，研究發現控制性向度與幼兒原因歸因對生氣
情緒的效果值分別為.11 和.14，這二者皆是經由責任判斷中介而產生的，從效果值
的正負號，顯示當教師將幼兒行為問題歸因至幼兒原因來源，及歸因至可控制性
向度時，皆認為幼兒須負起責任，使得教師較易生氣。

（二）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
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
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
間接效果、及整體效果
1.直接效果
直接效果
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假定未來期待對正向策略、責任判斷對同情情緒、責
任判斷對生氣情緒、同情情緒對正向因應策略間、以及生氣情緒對負向因應策略
間具有直接效果。從表 4-4、表 4-9 及圖 4-1 可知，本研究實際所得的觀察資料顯
、責任判斷對生氣
示，此五條變項徑路係數僅有未來期待對正向策略（β51＝.48）
情緒（β42＝.45）
、及生氣情緒對負向因應策略（β46＝.54）等三條達顯著水準。
由此可知，當教師對幼兒未來會成功改善行為問題的期待愈高時，較會使用
正向因應策略。責任對生氣情緒、生氣情緒對負向策略等路徑皆達顯著水準，顯
示當教師認定幼兒要負最大的責任，較會產生生氣情緒，進而較會使用負向策略。

表 4-9 教師歸因歷程理論模式之潛在依變項與潛在依變項間的標準化效果值
潛在依變項
未來期待 η1
責任判斷 η2

同情情緒 η3
生氣情緒 η4

潛在依變項
正向策略 η5
同情情緒 η3
生氣情緒 η4
正向策略 η5
負向策略 η6
正向策略 η5
負向策略 η6

直接效果
.48
.04
.45
0
0
-.03
.54

間接效果
0
0
0
-.001
.24
0
0

整體效果
.48
.04
.45
-.001
.24
-.03
.54

2.間接效果
間接效果
由表 4-9 及圖 4-1 可知，本研究假定責任判斷對負向因應策略的間接效果，是
透過生氣情緒，再影響負向策略的使用，此一路徑的直接效果值分別為.45、.54，
其間接效果值為.24（β42×β64＝.45×.54）
，在所有間接效果的標準化效果值中為最
大，顯示當教師將幼兒的行為問題認定幼兒是有責任的時，會容易生氣，使用負
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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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體效果
整體效果
在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整體效果方面，由於本研究假設未來期待對正
向策略、責任判斷對同情情緒、責任判斷對生氣情緒、同情情緒對正向因應策略
以及生氣情緒對負向因應策略間只存在直接效果，所以整體效果便等於其直接效
果。然而，責任判斷對正負向因應策略間僅存有間接效果，所以整體效果便等於
其間接效果。其中生氣情緒對負向因應策略影響的整體效果值最大（β64＝.54）
，
並達顯著水準，顯示當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感到生氣時，愈有可能使用負向因應
策略。
（三）綜合分析
綜合分析
本研究假設二的驗證結果如表 4-10，相關實證資料顯示僅有假設 2-2、2-4、
2-5、2-7 及 2-9 等五項研究假設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

假設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表 4-10 本研究假設二的驗證結果
徑路關係
效果值
.05
穩定性歸因向度→未來期待
.24**
控制性歸因向度→責任判斷
-.06
幼兒原因→未來期待
.31**
幼兒原因→責任判斷
.48**
未來期待→正向因應策略
.04
責任判斷→同情類情緒
.45**
責任判斷→生氣類情緒
-.03
同情類情緒→正向因應策略
.54**
生氣類情緒→負向因應策略

註：**p<.01

假設成立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在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影響方面，可控制性對
責任、生氣情緒、及負向策略等這四項潛在依變項的路徑關係皆達顯著水準，符
合 Weiner（2000）人際歸因理論裡主張歸因信念（可控制性向度）→責任判斷→
情緒→行動的關係。換句話說，當教師將行為問題歸因於可控制性向度時，會判
定幼兒要負較大的責任，會產生生氣情緒，較會使用負向策略。
同樣地，原因來源對責任、生氣情緒、及負向策略等這四項潛在依變項的路
徑關係也皆達顯著水準，此結果則符合 Weiner 人際歸因理論的部份主張（責任判
斷→情緒→行動）
，但與張愛卿與劉華山（2003）的研究認為原因部位（內在）會
有較高責任判斷的結果是相同的。換句話說，本研究結果發現當教師將行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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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因於幼兒本身因素時，會認定幼兒需負較大的責任，會產生生氣情緒，進而容
易使用負向因應策略。此結果與 Weiner（2005, 2006）
、Stavrinides 和 Panaoura（2002）
主張生氣情緒將引發一系列的反社會行為，包括放棄、懲罰和訓斥的論點相一致。
在所有的變項路徑關係中，以幼兒教師的未來成功期待對正向策略的使用之
正向直接效果最大，顯示幼兒教師高度支持期待對正向因應策略使用的影響，對
幼兒未來成功的期待愈大時，愈有可能使用正向因應策略。
從本研究實證資料中獲得幼兒原因來源對未來期待、穩定性向度對未來期
待、責任判斷對同情情緒、同情對正向策略等這四者的直接效果未達顯著水準，
與本研究原先的假設不符。這些變項關係雖不顯著，從效果的方向值來分析，當
教師認定幼兒須負責任時，雖然會表現同情情緒，但並不顯著；而老師的同情情
緒並不會引發正向策略的使用，此結果與人際歸因理論主張同情情緒會引發正向
策略是不相同的，惟此路徑關係並不顯著，故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檢測。
本研究係以人際歸因理論為基礎，從研究結果發現人際歸因理論裡主張可控
制性向度→責任判斷→負向情緒→負向行動的徑路關係已獲驗證，但另一條徑路
關係：不可控制→無責任→正向情緒→正向行動，在本研究中卻不獲驗證。
另外，依據自我歸因模式的主張，若個人將失敗事件歸因為穩定性的，將預
期未來仍是失敗的。故研究者依據動機的自我歸因理論，提出穩定性向度對未來
期待具有影響的假設，經結構模式的驗證卻發現，穩定性向度對未來期待的效果
並不顯著。
綜合而言，經由結構方程式估計各潛在變項之間的徑路關係，共有 5 個徑路
係數達到顯著水準，分別是控制性→責任；幼兒原因來源→責任；責任→生氣情
緒；未來期待→正向策略；生氣情緒→負向策略。由此可知，幼兒教師對幼兒行
為問題的負向因應策略使用，受到生氣情緒的正向影響，而正向因應策略的使用
受到期待的正向影響。生氣情緒受責任的正向影響，責任係受控制性向度與幼兒
原因來源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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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之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之修正
模式之修正
由上述可知，本研究提出的教師歸因歷程模式，在整體適配度的考驗部份，
除了卡方值因樣本數影響而達顯著外，在精簡適配指標方面皆符合大於 0.9 的標
準，不過在比較適配指標方面則都未符合標準，顯示本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
配度有待加強，意即本研究建構的教師歸因歷程模式將進行修正，以便提高適配
度。
由於完整的 SEM 模式包括結構模式與測量模式，模式中參數的增減會使得模
式的簡效性與適配度的問題呈現消長作用，因此一般建議使用者先增加參數的估
計，提高模式適配度後，再進行參數的刪減，以簡化模式的複雜度。另外，AMOS
提供的指正指標，建議增列變項間的直接關係或共變關係，但假使提出的修正指
標建議無法合理解釋研究者建構的理論基礎或 SEM 的基本理論，則不應採納。對
修正指標參數的釋放方面，本研究參酌吳明隆與張毓仁（2010）提供的三項原則
來進行：
（1） 先就結構模式中潛在變項間影響的直接路徑加以增刪。
（2） 同一測量模式中觀察變項的誤差項間的共變關係可優先界定。
（3） 界定二個同為外因潛在變項的觀察變項之誤差項間存有共變關係。
首先，從 AMOS 提供的修正指標中，研究者發現有一條變項路徑，符合模式
建構時的理論內容，資料顯示責任變項與負向因應策略的 MI 值（13.03）大於 5，
且正負號符合理論初始模式的主張，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的自我歸因理論與人際
歸因理論之融合（圖 2-5）
，提到個體在面對他人失敗事件時，會歸究原因的可控
制性，從意圖及有無減輕責任的理由等訊息來進而評判他人負責任的程度，而產
生生氣或同情等情緒，引發幫助、評價或攻擊等等的社會行為。由圖 2-5 可發現，
個體透過責任的判斷，可同時產生情緒及行動的直接關係，換言之，當個體評斷
責任後可直接做出行為決策。因此，責任對負向因應策略的影響力應重新納入結
構模式中來進行評估。
另外，結構模式各潛在變項的 t 檢定值若達到顯著水準（p＜.05）
，表示徑路
的迴歸係數參數顯著地不等於 0，由表 4-4 及圖 4-1 可知，穩定性對未來期待（γ
11）
、幼兒原因對未來期待（γ13）
、責任對同情情緒（β32）
、及同情對正向策略
（β53）的影響，這四者的 t 值皆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二者變項彼此間的關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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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0，故本研究將這四條路徑予以刪除，路徑的刪除亦將造成穩定性、未來期待、
同情情緒、及正向策略等四個潛在變項被捨棄。綜合以上二種修正動作，形成修
正模式，進行驗證，結果發現，χ2（30，N=684）＝102.17，p＜.05，RMSEA＝.059，
GFI＝.97，AGFI＝.95，NFI＝.92，TLI＝.91，CFI＝.94，PGFI＝.53，PNFI＝.61，
χ2 /df＝3.41。
本研究建構之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之最後修正模式，其變項間因果關係路徑圖
如圖 4-2，全部估計參數數值如表 4-11 所示。

δ3

δ4

δ5
δ6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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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x 42

控制性
ξ2

X4

X5

1

幼兒原因

γ 23

負向策略

β62

γ 22

η6

責任判斷
λx 63

X6

ζ2

η2

1

λ y 42

Y3

Y4

ε3

ε4

β 64

β 42

生氣情緒
1

ξ3

η4

λ y 84

Y7

Y8

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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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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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6

ζ4

1

λ y126

Y11

ε11

Y12

ε12

表 4-11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修正模式估計參數表
參數
γ22
γ23
β42
β64
β62
ψ23
ζ2
ζ4
ζ6
λx32
λx 42
λx53
λx 63
λy32
λy42
λy74
λy84
λy116
λy126
δ3
δ4
δ5
δ6
ε3
ε4
ε7
ε8
ε11
ε12

關係
控制性責任判斷
幼兒原因責任判斷
責任判斷生氣
生氣負向策略
責任判斷負向策略
ξ2 與 ξ3 的共變異數
責任判斷η2 的殘差
生氣情緒η4 的殘差
負向策略η6 的殘差
控制性X3
控制性X4
幼兒原因X5
幼兒原因X6
責任Y3
責任Y4
生氣Y7
生氣Y8
負向策略Y11
負向策略Y12
X3 的誤差
X4 的誤差
X5 的誤差
X6 的誤差
Y3 的誤差
Y4 的誤差
Y7 的誤差
Y8 的誤差
Y11 的誤差
Y12 的誤差

未標準化參
數估計值
.12
.31
.59
.32
.32
.15
.29
.54
.31
1.00
.29
1.00
.56
1.00
.97
1.00
1.17
1.00
1.28
.05
1.13
.25
.48
.39
.51
.44
.47
.51
.34

標準誤

t 檢定值

.03
.10
.09
.05
.07
.03
.05
.07
.04

4.28**
2.99**
6.90**
5.99**
4.45**
4.49**
5.82**
8.29**
7.48**
-

.04

7.57**
-

.15

3.67**
-

.12

8.26**
-

.10

11.73**
-

.12

10.35**
-

.06
.09
.04
.05
.05
.06
.08
.05
.07

18.41**
2.82**
12.81**
8.54**
10.81**
7.78**
6.28**
10.51**
5.0**

註：”－”為參照指標；*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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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
係數
.22
.30
.43
.39
.28
.24
.83
.82
.68
.98
.28
.75
.42
.69
.62
.78
.81
.69
.83
.04
.92
.43
.83
.52
.61
.40
.34
.53
.31

一、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之適配度考驗
本研究修正後之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以控制性歸因向度（ξ2）
、原因來源（ξ
、生氣類情緒（η4）
、與負向因應策略（η6）
3）為潛在自變項；以責任判斷（η2）
為潛在依變項，建構了幼兒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見圖 4-2，共有五個潛在變項。
接著將以 684 位幼兒教師為觀察樣本，進行修正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考驗。
在資料結構常態性檢定發現，所有 20 個觀察變項的偏態係數絕對值介於.01
〜.84 間，沒有大於臨界值 3，且峰度係數絕對值介於.10〜.69 間，亦沒有大於常
態偏離臨界值 8，Mardia 係數為 27.64 小於 p（p+2）＝440，可見資料結構符合常
態分配的假定，因此模式估計方法將採用最大概似法。
本研究參考 Bagozzi 與 Yi（1988）
、吳明隆與張毓仁（2010）
、陳正昌等人（2009）
的觀點分別從基本模式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標準與內在模式適配標準等三方
面來評鑑修正模式是否能解釋實際觀察所得的資料。
（一）基本模式
基本模式適配標準
模式適配標準
從表 4-11 可知，本修正模式的所有誤差變異，包括 Y 變項的測量誤差、X 的
測量誤差與潛在依變項殘差，皆沒有出現負的誤差變異，且達.05 的顯著水準。在
標準誤方面，估計參數的標準誤介於.03〜.15 之間，沒有出現太大的標準誤。
在因素負荷量方面，測量模式中測量變項 X 的因素負荷量介於.28~.98 之間，
測量變項 Y 的因素負荷量介於.62~.83 之間。下表 4-12 為本研究最後修正模式之基
本適配度考驗結果，可知本研究建構的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符合基本適配度的
要求。
表 4-12 本研究修正模式之基本適配度考驗結果摘要表
初始模式檢定
修正模式檢
指標
結果
定結果
1.不能有負的誤差變異數。
無
無
2.誤差變異數必須達顯著水準。
達顯著水準
達顯著水準
.28~.98
3.因素負荷量不能太低(低於.5)或太
.24〜.98
有
2
個因素負
高(高於.95)。
有 3 個因素負
荷量低於 0.5
荷量低於 0.5
4.不能有很大的標準誤。
.03〜.16
.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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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適配
判斷
是
是
否

是

（二）整體模式適配標準
整體模式適配標準
整體模式適配標準在評鑑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相當於模式外在品質
的評鑑指標。本研究所建構的修正模式之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如表 4-13。
卡方自由度比值（χ2 /df）受樣本數大小的影響較小，一般判別標準為小於 3，
本模式的卡方自由度比值為 3.41，雖未小於 3，但符合小於 5 較寬鬆的評鑑標準（黃
芳銘，2004）
。
在絕對適配度的其他指標方面，本研究修正模式獲得的 RMSEA 值為.059，已
符合小於.08 的標準。GFI 是表示假設模式可以解釋觀察資料的變異數與共變數的
比值，即說明模式解釋力，越接近 1 表示契合度愈佳，本修正模式在 GFI 與 AGFI
值的檢定數據為.97 及.95，皆大於 0.9 的標準，顯示本研究的修正模式適配度良好。
在比較適配度指標方面，其目的在檢視假設模式與基準模式互相比較的結
果，本修正模式所得之 NFI、TLI 及 CFI 數據為.92、.91、及.94，皆符合大於 0.9
的標準值，且明顯已優於之前理論模式的數據。
最後，在精簡適配指標方面，其目的在評估理論模式的精簡程度，本研究在
PGFI 與 PNFI 值的檢定數據皆符合大於 0.5 的標準值，因此本模式具有不錯的精簡

適配度。由表 4-13 可知，以上 10 個適配度指標值，修正模式檢定結果有 9 個指標
符合標準，顯示本修正模式與樣本觀察資料的契合度良好，外在品質理想。

表 4-13 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之整體適配度考驗指標統計量摘要表
初始模式檢 修正模式檢
類別
指標
標準值
模式適配判斷
定結果數據 定結果數據
595.49
102.17
卡方值
p＞.05
否
（p＜.05）
（p＜.05）
＜3 或 5
是
χ2 /df
4.73
3.41
絕對適配
.91
＞0.9
是
GFI
.97
度指標
.88
＞0.9
是
AGFI
.95
.074
＜0.08
是
RMSEA
.059
.75
＞0.9
是
NFI
.92
比較適配
.75
＞0.9
是
TLI
.91
度指標
.79
＞0.9
是
CFI
.94
.67
精簡適配
＞0.5
是
PGFI
.53
.62
度指標
＞0.5
是
.61
PN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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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式內在適配標準
模式內在適配標準度主要在評量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的信度、估計參數的顯
著水準等，相當於模式內在品質。在結構模式的適配度上，由表 4-11 可知，不論
是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估計參數皆達.05 的顯著
水準。在測量模式的適配度上，全部 20 個觀察變項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水準，顯
示本研究所提出的修正模式之內在品質相當良好。
表 4-14 為本修正模式五個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平均變異數抽取量，以及 20
個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度。
表 4-14 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的內在適配度考驗指標統計量摘要表
個別項
平均變異數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組合信度
目信度
抽取量
控制性 1（X3）
控制性
.96
0.62
0.52
ξ2
控制性 2（X4）
.08
幼兒先天原因（X5）
幼兒原因
.57
0.52
0.37
ξ3
幼兒後天原因（X6）
.17
責任判斷
責任 1（Y3）
.48
0.60
0.43
η2
責任 2（Y4）
.39
生氣類情緒 生氣 1（Y7）
.60
0.78
0.63
η4
生氣 2（Y8）
.66
負向因應策 負向策略 1（Y11）
.47
0.73
0.58
略η6
負向策略 2（Y12）
.69
標準值或臨界值
＞0.45
＞0.6
＞0.5

個別項目信度是指各觀察變項排除誤差後的穩定性，即由潛在變項預測此觀
察變項的決定係數，意指能解釋的變異量，數值越高表示誤差越小，一般而言，
其建議的標準值為 0.45。由表 4-14 可知，本修正模式的個別項目信度大於 0.45 的
觀察變項有控制性 1（X3）
、幼兒先天原因 X5、責任 1（Y3）
、生氣情緒（Y7、Y8）
、
負向因應策略（Y11、Y12）等七個觀察變項；其他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度未能
＞.45，顯示具有不小的誤差。
在組合信度和平均變異數抽取量方面，幾乎所有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皆符合
大於或等於 0.6 的標準，除幼兒原因變項外。而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大於 0.5 的潛在
變項依序有控制性、生氣情緒與負向因應策略等三個潛在變項。上述內在適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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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驗結果顯示本修正模式的內在品質尚可。
綜合而言，依據以上三種模式適配度考驗結果，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基本適
配度考驗結果符合三項標準。從整體模式適配度結果來看，絕對適配度指標、比
較適配度指標、精簡適配度指標皆符合標準，顯示本修正模式與樣本觀察資料的
契合度良好，外在品質理想。最後，內在結構適配度考驗結果顯示幾乎所有潛在
變項的組合信度皆達 0.6 以上的評鑑標準，內在品質尚可。本研究假設一獲得驗證。

二、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各變項間的效果
在本研究所提出的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中，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影
響（即γ參數）探究控制性歸因向度與幼兒原因對責任判斷的影響。潛在依變項
對潛在依變項的影響（即β參數）
，則探究責任判斷對生氣情緒的影響、責任判斷
對負向因應策略的影響、及生氣情緒對負向因應策略的影響等三部份。下列表 4-15
為修正模式各變項間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及整體效果的結果摘要表，圖 4-3 為本
研究之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之結構模式圖。

表 4-15 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之潛在變項間的標準化效果值
潛在自變項
潛在依變項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整體效果
.22
0
.22
控制性 ξ2
責任判斷 η2
生氣情緒 η4

0

.10

.10

負向策略 η6
責任判斷 η2
生氣情緒 η4

0

.10

.10

.30

0

.30

0

.13

.13

負向策略 η6

0

.14

.14

潛在依變項

潛在依變項

直接效果

整體效果

責任判斷 η2

生氣情緒 η4

.43

間接效果
0

.28

.17

.45

生氣情緒 η4

負向策略 η6
負向策略 η6

.39

0

.39

幼兒原因 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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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控制性
向度ξ2
幼兒原因
ξ3

.22**

責任判
斷η2

.28**

.43**

.30**

生氣情
緒η4

負向策
略η6
.39**

圖 4-3 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之結構模式標準化路徑係數圖

註：**p<.01

（一）修正模式
修正模式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
模式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
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影響
變項的影響
1.直接效果
直接效果
從本研究實際所得的觀察資料，如表 4-11 及表 4-15，顯示控制性向度對責任
判斷（γ22＝.22）
、幼兒原因對責任判斷（γ23＝.30）的直接效果皆達顯著水準，皆
符合本研究對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的假定。由此可知，當教師將行為問題歸因
於可控制性向度時，會認定幼兒要負較大的責任。當教師歸因於幼兒本身的原因
時，會認定幼兒需負較大的責任。
由此可知，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假設各潛在依變項間在本修正模式中的關
係，獲得觀察資料的驗證。
2.間接效果
間接效果
由表 4-15 及圖 4-3 可知，本研究結果發現控制性向度對負向策略的間接效果
有二個路徑，一是透過控制性對責任判斷、責任判斷對生氣情緒，再影響負向策
略的使用，此一路徑的直接效果值分別為.22、.43、.39，其間接效果值為.04，二
是透過對責任、再影響負向策略的使用，此一路徑的直接效果值分別為.22、28，
其間接效果值為.06，控制性對負向策略的間接效果值為.10，即是這二條路徑標準
化效果值的總和（.06+.04）
。顯示當教師將幼兒的行為問題歸因為可控制向度時，
會認定幼兒是有責任的，產生生氣情緒，而使用負向策略。
幼兒原因對生氣情緒的間接效果值為.13，本研究假定這二者是以責任判斷為
中介而產生的（γ23×β42＝.30×.43）
。幼兒原因對負向策略的間接效果值為.13，一係
透過幼兒原因對責任判斷、責任判斷對生氣情緒，再影響負向策略的使用，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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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的直接效果值分別為.30、.43、.39，其間接效果值為.05，二是透過對責任、
再影響負向策略的使用，此一路徑的直接效果值分別為.30、28，其間接效果值
為.08，這二條路徑標準化效果值的總和（.05+.08）
，即為幼兒原因對負向策略的間
接效果值.13。
3.整體效果
整體效果
整體效果是直接效果加間接效果而得到的。在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整
體效果方面，整體效果值最大者為幼兒原因歸因對責任判斷的直接效果.30，顯示
當教師將幼兒行為問題歸因為幼兒本身原因時，會認定幼兒需負起最大的責任。
其次為控制性向度對責任判斷的直接效果.22，代表當教師將幼兒行為問題歸因為
幼兒可控制時，會認定幼兒需負起最大的責任。
（二）修正模式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
修正模式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
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
間接效果、及整體效果
1.直接效果
直接效果
從表 4-15 及圖 4-3 可知，本研究實際所得的觀察資料顯示，責任對生氣情緒
（β42＝.43）
、生氣情緒對負向策略（β64＝.39）
、及責任對負向策略（β62＝.28）
的直接效果皆達顯著水準，皆符合本研究對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的假定。由此
可知，當教師認定幼兒要負較大的責任時，會產生生氣情緒，進而較會使用負向
策略。
2.間接效果
間接效果
由表 4-15 及圖 4-3 可知，在所有間接效果的標準化效果值中，以責任判斷對
負向策略的間接效果值為最大，本研究假定這二者是以生氣情緒為中介而產生的
（β42×β64＝.43×.39）
，其間接效果值為.17。
3.整體效果
整體效果
在修正模式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整體效果方面，責任對負向策略的整
體效果值為.45，是直接效果值加上間接效果值所得（0.28+0.17）
，在所有整體效果
值中為最大，並皆達顯著水準，顯示當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時，認為幼兒應負
起責任時，愈有可能使用負向因應策略；其次以責任判斷對生氣情緒的整體效果
值亦很大（β42＝.43）並達顯著水準，顯示當教師愈認為幼兒應對其行為問題負起
責任時，愈會感到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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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分析
綜合分析
經由結構方程式估計本研究修正模式中各潛在變項之間的徑路關係，所有五
個徑路係數皆達到顯著水準，顯示在本修正模式中各潛在依變項間的關係，已獲
得觀察資料的驗證。本修正模式與理論初始模式的結構模式差異在於增加責任對
負向因應策略的徑路關係，並刪除未達顯著水準的穩定性向度、未來期待、同情
情緒變項、正向因應策略及其相關路徑，包括穩定性對未來期待、責任對同情、
及同情對正向策略等等。
本研究假設二在修正模式的驗證結果如表 4-16。假設 2-1、2-3、2-6、2-8 等四
項在理論初始模式的驗證中即為不顯著的效果值，故在修正模式中予以刪除，不
進行評估。假設 2-5 雖達顯著水準，但未來期待變項失去與潛在自變項的預測關
係，無法了解其與教師歸因的關係，與本研究理論假設不符，故予以刪除。其餘
原有的四項研究假設及新增的一項研究假設皆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
對於新增的假設檢驗責任對負向策略的影響，可發現當幼兒教師判斷幼兒須
對行為問題的發生負責任時，將對幼兒實施負向因應策略，如隔離、責備或懲罰
等。此結果符應符合 Weiner（1995, 2006）人際歸因理論的主張（責任判斷→行動）
。

假設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10

表 4-16 修正模式在研究假設二的驗證結果
理論模式
修正模式
徑路關係
效果值
效果值
.05
穩定性歸因向度→未來期待
×
.24**
.22**
控制性歸因向度→責任判斷
-.06
幼兒原因→未來期待
×
.31**
.30**
幼兒原因→責任判斷
.48**
未來期待→正向因應策略
×
.04
責任判斷→同情類情緒
×
.45**
.43**
責任判斷→生氣類情緒
-.03
同情類情緒→正向因應策略
×
.54**
.39**
生氣類情緒→負向因應策略
.28**
責任判斷→負向因應策略
×

註：**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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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成立

是
是

是
是
是

綜合本節研究結果，可獲得四條變項路徑關係之發現，下面分別討論之。
1.控制性歸因向度
控制性歸因向度→
控制性歸因向度→責任→
責任→負向策略
當教師將行為問題歸因於可控制性向度時，會判定幼兒要負較大的責任，較
會使用負向策略來因應幼兒的行為問題。人際歸因理論主張控制性歸因向度是責
任變項之前提，意即與責任判斷相連結的歸因向度為可控制性。本研究結果亦獲
得理論的支持，呼應控制性歸因向度對責任具有影響力的論點。此結果路徑部分
符合 Weiner（2006）人際歸因理論裡的主張：可控制性向度→責任判斷→情緒→
行動的關係。意即當教師在面對幼兒的行為問題時，若歸因此行為發生原因是幼
兒可以控制的，將判斷這是當事人幼兒應負起的責任，會做出口頭責備、隔離或
剝奪權利等負向因應策略的行動。
2.控制性歸因向度
控制性歸因向度→
控制性歸因向度→責任→
責任→生氣→
生氣→負向策略
此結果路徑符合 Weiner 人際歸因理論裡的主張：可控制性向度→責任判斷→
情緒→行動的關係。當教師將行為問題歸因於可控制性向度時，會判定幼兒要負
較大的責任，會對幼兒產生生氣情緒，較容易使用負向策略，如隔離、責備和懲
罰等，來面對幼兒的行為問題，反之，當教師歸因行為原因為幼兒不可控制者，
會認為幼兒不須負責任，較不會引發生氣，後續行動也較不會使用負向策略。
張愛卿與劉華山（2003）的研究發現責任推斷除直接影響到行為應對策略外，
還間接地通過情緒反應，對責備策略發揮作用。本研究亦獲得同樣的路徑關係，
責任推斷透過生氣情緒的中介，來影響負向因應策略。不過，人際歸因理論主張
當教師知覺原因是學生無法控制者，將認為學生不須負起責任，教師會感到同情，
而引發幫助行為，在本研究所建構的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中，控制性對責任判斷具
有影響，但責任判斷只對生氣情緒具有顯著效果，對同情情緒及其對正向因應策
略的影響，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裡不具顯著效果。由此顯示，在我國幼兒園教室
裡，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歸因，確實能引發教師對責任的判斷，並較有可能導
引出現生氣的情緒，不過較不容易觸發同情情緒。
3.幼兒本身原因
幼兒本身原因→
責任→生氣→
生氣→負向策略
幼兒本身原因→責任→
在本研究中，幼兒本身原因包含先天及後天原因，內容有先天氣質、人格特
質、天資或遺傳、社會能力學習、模仿、引起注意等原因。本研究發現當教師將
幼兒行為問題發生的原因歸因於幼兒原因時，較會做出幼兒須對行為問題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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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的判斷，較會感到生氣，進而較會使用負向策略，如隔離、責備、懲罰等。
此結果與張愛卿與劉華山（2003）的研究認為原因部位（內在）會有較高責
任判斷的結果是相同的，亦與 Weiner（2005, 2006）
、Stavrinides 和 Panaoura（2002）
主張生氣情緒將引發一系列的反社會行為，包括放棄、懲罰和訓斥的論點相一致。
4.幼兒本身原因
幼兒本身原因→
幼兒本身原因→責任→
責任→負向策略
本研究發現當幼兒教師將幼兒行為問題發生的原因，歸因於幼兒本身的原因
時，會做出幼兒要負起責任的判斷，較會使用負向因應策略。顯示教師歸因對負
向因應策略的使用受責任判斷的影響，當教師歸因於幼兒因素時，身為教師為維
護班級經營的目標，便要當事人幼兒負起責任，接受老師的教學及輔導。
由於人際歸因理論主張控制性歸因向度是責任變項之前提，意即與責任判斷
相連結的歸因向度為可控制性。但本研究卻發現與責任判斷相連結的歸因之ㄧ為
幼兒原因的來源，意即當教師歸因於幼兒本身的原因時，會認為責任歸屬在幼兒，
相反地，當教師歸因於幼兒本身以外的原因時，會認為責任歸屬不在幼兒。Weiner
（1995）提到責任認定的第一步在於決定原因是否屬於個人，當屬於個人時才能
認定個人負有責任，故本研究獲得的結果對應於人際歸因理論已獲得支持。而且
在本研究中，幼兒本身因素包含先天及後天原因，內容有先天氣質、人格特質、
天資或遺傳、社會能力學習、模仿、引起注意等原因，研究者推測這些幼兒本身
的原因，不論是先天或後天，對幼兒教師而言較偏向視為具有幼兒可努力的特性，
尤其幼兒時期的所發展的行為問題與兒童或青少年時期相比，其影響身心發展程
度較為輕微，屬於教師班級經營的努力範圍。行為問題的發生已對班級經營運作
及教師教學成效造成負面的傷害，身為教師為維護班級經營的目標，便要當事人
幼兒努力克服本身先天條件，改善後天自身的行為和能力，負起責任來接受老師
的教學及輔導，盡力達成行為改善的目的。如同 Papatheodorou（2005）認為幼兒
的行為問題時常被理解是短暫的發展現象，是解決問題的嘗試錯誤過程，因此，
教師將行為問題歸因至幼兒本身原因時，便推定幼兒需負擔責任去改善自身的行
為問題。不過，原因來源歸因向度與責任變項之關係，仍待未來更多的實證資料
加以佐證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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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學年資對教師歸因歷程
教學年資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
模式的調節效果
本節將探討本研究所建構之教師歸因歷程最後修正模式是否具跨教學年資效
度，故進行結構方程式的多群組分析。
根據模式建構的原理，一個理想的理論模式應可以用來解釋不同群體的觀察
資料。故本研究將正式樣本 684 位教師的教學年資，以 10 年為切割點，分為資深
組與資淺組，將教學年資未滿一年、1〜5 年、6〜10 年者設定為資淺教師，計有
429 人，佔全體教師的 63％；將教學年資 10 年以上的教師設定為資深教師組，計

有 255 人，佔全體教師的 37％，接著進行本研究修正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考
驗。本研究設定以達到適配度標準的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為基線模式（baseline
model）
，假設教學年資資深與資淺這二組樣本之間具有完全相等的模式設計，同

時參數值也完全相同。
首先針對全體樣本、資深教師與資淺教師進行模式適配度的考驗，再進行多
樣本恆等性檢定。其適配度考驗結果如表 4-17 所示，可看出全體樣本的模式呈現
較佳的適配情形，而資深與資淺二組教師個別的考驗結果，顯示資深教師組的 χ2
值略低於資淺教師組，而資淺教師組的各項適配度考驗結果則略優於資深教師
組，不過這二者的模式適配度皆大於或等於或相當接近標準值，顯示這二組樣本
模式的適配度可接受。
表 4-17 教學年資深淺二組教師之多群組樣本的模式適配度考驗比較表
全體樣本 資淺組教師 資深組教師
多樣本
比較差
適配指標
（N＝684） （N＝）
（N＝）
恆等
值
2
χ
102.17
79.47
70.98
150.47
0.02
df
30
30
30
60
0
2
χ /df
3.41
2.65
2.37
2.51
RMSEA
.06
.06
.07
.05
GFI
.97
.97
.95
.96
AGFI
.95
.94
.90
.92
NFI
.92
.90
.87
.89
TLI
.91
.90
.88
.89
CFI
.94
.93
.92
.93
PGFI
.53
.53
.52
.52
PNFI
.61
.60
.58
.59
透過多樣本恆等考驗，假設二組樣本之間具有完全相等的模式設計，同時參
數也完全相等，結果顯示 χ2 值為 150.47，相較於二組個別考驗的 χ2 值之和，χ2 增
加量為 0.02，自由度等於二組的總和，顯示資深與資淺這二組教師在模式恆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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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被接受，意即二組資料在本模式的反應是相同的。
接著研究者將考驗教學年資深、淺兩組教師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 Γ 和 Β 二
個參數矩陣的差異情形。首先是以兩組教師有相同的型式（form）為基準，兩組
教師在 Γ 矩陣的分析結果如表 4-18 顯示：△χ2（2，N=684）＝0.29，p＞.05，故
接受兩組在 Γ 矩陣（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相等的假設。而在 Β
矩陣的分析結果為△χ2（3，N=684）＝5.94，p＞.05，故接受兩組在 Β 矩陣（潛在
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相等的假設。
表 4-18 教學年資深、淺二組在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Γ和Β參數矩陣的差異考驗
△χ2
△df
χ2
df
H form
150.47
60
H GA
150.76
62
0.29
2
H GABE
156.70
65
5.94
3
研究結果顯示，幼兒教師教學年資資深組與資淺組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具有
相等的模式設計，教學年資不具調節效果，符合本研究假設三。
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教學年資組的幼兒教師在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歷程模式
的反應是相同的。此結果與施香如（1990）的發現有符合之處，皆認為不同教學
年資的老師對學生行為問題的歸因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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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
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
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
模式的調節與中介效果
依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目的，本研究希探究教師效能信念與教師歸因的關係，
以考驗研究假設四和假設五。研究假設四為幼兒教師高效能信念組與低效能信念
組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具有相等的模式設計，意指教師效能信念的高低程度將影
響教師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表現，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歷程模式具有調節效
果；研究假設五是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中潛在自變項與潛在依變項
間具有中介效果，換言之，教師歸因係經由教師效能信念影響後續的責任判斷、
情感反應、及行動等歷程。以下分別從調節效果與中介效果的研究結果探討之。

一、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調節效果
為探討本研究所建構之教師歸因歷程最後修正模式是否具跨高低教師效能信
念的效度，故進行結構方程式的多群組分析。
本研究運用 K 平均數集群法的分組方式，依正式樣本在教師效能信念量表的
得分情形進行集群分析，以完成高低分組。由分析結果得知，集群一的中心點為
4.53，為高效能組有 333 位；集群二的中心點為 3.51，為低效能組有 351 位。為檢

驗分群的有效性，研究者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驗兩組樣本的平均值是否具有顯
著差異，檢驗結果為 t=34.66，p＜.05，表示效能信念高低兩組的分組狀態是有效
的。
接著進行本研究修正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考驗，假設效能信念高、低這
二組樣本之間具有完全相等的模式設計，同時參數值也完全相同。首先針對全體
樣本、高效能組教師與低效能組教師進行模式適配度的考驗，再進行多樣本恆等
性檢定。其適配度考驗結果如表 4-19 所示，高效能組教師與低效能組二組教師個
別的考驗結果，顯示高效能組的 χ2 值較高於低效能教師組，而這二組的模式適配
度皆皆大於或等於或相當接近標準值，顯示這二組樣本模式的適配度可接受。
透過多樣本恆等考驗，假設二組樣本之間具有完全相等的模式設計，同時參
數也完全相等，結果顯示 χ2 值為 154.57，相較於二組個別考驗的 χ2 值之和，χ2 增
加量為 0.01，自由度等於二組的總和，顯示高效能組教師與低效能組這二組教師
在模式恆等的考驗被接受，意即二組資料在本模式的反應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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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高低效能二組教師之多群組樣本的模式適配度考驗比較表
全體樣本
低效能組教
高效能組教 多樣本恆 比較
適配指標
（N＝684） 師（N＝）
師（N＝）
等
差值
2
χ
102.17
72.53
82.03
154.57
.01
df
30
30
30
60
0
2
χ /df
3.41
2.42
2.73
2.58
RMSEA
.06
.06
.07
.05
GFI
.97
.96
.95
.96
AGFI
.95
.93
.91
.92
NFI
.92
.88
.88
.88
TLI
.91
.88
.88
.88
CFI
.94
.92
.92
.92
PGFI
.53
.53
.52
.52
PNFI
.61
.59
.59
.59
接著研究者將考驗高低效能兩組教師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 Γ 和 Β 二個參數
矩陣的差異情形。首先是以兩組教師有相同的型式（form）為基準，兩組教師在 Γ
矩陣的分析結果如表 4-20 顯示：△χ2（2，N=684）＝2.82，p＞.05，故接受兩組在
Γ 矩陣（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相等的假設。而在 Β 矩陣的分析
結果為△χ2（3，N=684）＝4.62，p＞.05，故接受兩組在 Β 矩陣（潛在依變項對潛
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相等的假設。
表 4-20 高低效能二組在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Γ和Β參數矩陣的差異考驗
△χ2
△df
χ2
df
H form
154.57
60
H GA
157.39
62
2.82
2
H GABE
162.01
65
4.62
3
研究結果顯示，幼兒教師高效能組與低效能組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 Γ 和 Β
矩陣的效果都未達顯著差異，顯示高、低效能這二組樣本具有相等的教師歸因歷
模式設計，教師效能信念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中不具調節效果，符合本研究假設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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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中介效果
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中介效果
由於本研究之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符合適配標準，代表與觀察資料契合度
佳，故本研究將之做為檢驗教師效能信念的中介效果之比較模式一，來考驗研究
假設五。依據研究假設五：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中潛在自變項與潛
在依變項間具有中介效果，在此模式中，研究者假設效能信念是控制性歸因向度
與責任判斷的中介變項（假設 5-1）
，假設效能信念是幼兒原因變項與責任判斷的
中介變項（假設 5-2）
。因此，重新建構一個以教師效能信念為中介變項的教師歸
因歷程模式。在原本的最後修正模式中新增教師效能信念變項（η7）為潛在依變
項，具有二個觀察變項：一般效能（X13）與個人效能（X14）
。
在分析教師效能信念中介模式結果前，本研究將先分析模式一與中介模式的
χ2 值是否達到顯著，以檢驗二個模式間是否存在差異，接著比較二個模式愈觀察
資料的適配情形。當模式二的適配情形優於模式一時，教師效能信念中介模式得
以驗證假設五。接著以 AMOS 進行結構方程式分析教師效能信念對責任判斷變項
的效果值。表 4-21 為教師效能信念中介模式之 12 個測量變數之相關係數與描述統
計。
表 4-21 教師效能信念中介模式之相關係數與描述統計表
整體效能
Y13
Y14
控制性 1（X3）
.11**
-.04
.03
控制性 2（X4）
.14**
.13**
.16**
幼兒先天原因（X5）
-.05
-.24**
-.19**
幼兒後天原因（X6）
-.01
-.15**
-.11**
責任 1（Y3）
-.16**
-.26**
-.26**
責任 2（Y4）
-.05
-.15**
-.12**
生氣 1（Y7）
-.17**
-.23**
-.25**
生氣 2（Y8）
-.20**
-.26**
-.27**
負向策略 1（Y11）
.02
-.11**
-.07
負向策略 2（Y12）
-.002
-.16**
-.11**
個人效能（Y13）
1
一般效能（Y14）
.41**
1
整體效能
.79**
.89**
1
平均值
4.51
3.54
3.96
標準差
.82
.83
.69

註：**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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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1 可知，個人效能信念的平均值（M=4.51）較高於一般效能（M=3.54）
，
二個變項間的相關達顯著。在與其它變項的相關部分，效能信念（一般效能與個
人效能）皆與生氣情緒、責任判斷達顯著負相關。一般效能信念與幼兒原因變項
的相關係數達顯著負相關，但個人效能信念與幼兒原因變項卻沒有達顯著，對負
向因策略變項的相關亦出現同樣的情形。
下列將分別闡述教師信能信念中介模式的適配度分析與結構模式效果，與本
研究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之比較結果，最後說明教師信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
模式的中介效果。
（一）教師信能信念中介模式的適配度分析
教師信能信念中介模式經結構方程式估計結果顯示：χ2（46，N=684）＝
164.66，p＜.05，RMSEA＝.061，GFI＝.96，AGFI＝.93，NFI＝.77，TLI＝.74，
CFI＝.82，PGFI＝.57，PNFI＝.54，χ2 /df＝3.58。與模式一的 χ2 進行比較，△χ2＝
62.49，p＜.05，表示此二個模式間存在顯著差異。從表 4-22 模式適配度檢驗結果

比較來看，模式一在各項整體適配度檢驗結果皆符合適配度標準，模式二在絕對
適配度指標、精簡適配度指標部分符合適配度評鑑標準，但在比較適配度指標則
出現皆未符合適配度評鑑標準的結果，顯示模式二與樣本觀察資料的契合度不夠
理想，模式本身還需進行調整修正。由此可知，模式二未優於模式一。

類別

絕對適配
度指標

比較適配
度指標
精簡適配
度指標

表 4-22 模式之整體適配度檢驗結果比較
修正模式檢 中介模式檢
指標
標準值
定結果數據 定結果數據
模式一
模式二
102.17
164.66
卡方值
p＞.05
（p＜.05）
（p＜.05）
＜3 或 5
χ2 /df
3.41
3.58
＞0.9
GFI
.97
.96
＞0.9
AGFI
.95
.93
＜0.08
RMSEA
.059
.061
＞0.9
NFI
.92
.77
＞0.9
TLI
.91
.74
＞0.9
CFI
.94
.82
＞0.5
PGFI
.53
.57
＞0.5
PNFI
.6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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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二
適配判斷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二）教師信能信念中介模式的結構模式效果分析
為進一步檢驗效能信念中介變項對於預測變項（控制性向度、幼兒原因）與
效標變項（責任判斷）間的關係，以結構方程式進行結構模式分析，其參數估計
值如表 4-23 所示，圖 4-4 為模式二之結構模式徑路係數圖。
表 4-23 二個模式之結構模式參數估計結果比較
效能信念中介模式（模式二）
標準
標準化
參數
t 檢定值
誤
係數
.03
4.43**
.23
γ22
.17
2.93**
.24
γ23
.09
6.71**
.50
β42
.06
5.48**
.38
β64
.08
3.99**
.29
β62
.70
.04
6.08**
ζ2
.75
.06
7.89**
ζ4
.66
.04
7.13**
ζ6
.89
.13
3.46**
ζ7

教師歸因歷程修正模式（模式一）
標準
標準化
參數
t 檢定值
誤
係數
.03
4.28**
.22
γ22
.10
2.99**
.30
γ23
.09
6.90**
.43
β42
.05
5.99**
.39
β64
.07
4.45**
.28
β62
.05
5.82**
.83
ζ2
.07
8.29**
.82
ζ4
.04
7.48**
.68
ζ6

γ72
γ73
β27

.04
.18
.12

註：*p<.05；**p<.01

效能
信念

.01

控制性
向度
幼兒
原因

.09
-4.41**
-2.44*

-.33**
.23**

.24**

-.33**
.29**

責任
判斷
.50**

生氣
情緒

負向
策略
.38**

圖 4-4 效能信念中介模式之結構模式標準化路徑係數圖

註：**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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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33
-.33

由上表可知，效能信念中介模式與模式一相比，新增對控制性向度與效能信
念（γ72）
、幼兒原因與效能信念（γ73）
、及效能信念與責任判斷（β27）等三條
徑路關係的分析。
由表 4-22 及圖 4-4 可知，在模式二中幼兒原因對效能信念（γ73＝-.33）
、效能
信念對責任判斷（β27＝-.33）的直接效果達顯著水準，由此顯示，當教師歸因行
為問題為幼兒本身原因時，其個人效能信念較低；若教師效能信念偏高時，較不
會做出幼兒須負責任的責任判斷，反之，教師效能信念較低時，較會做出幼兒須
負責任的責任判斷。不過，控制性向度對效能信念（γ72）的直接效果則未達顯著。
（三）教師信能信念的中介效果分析
由模式二的結構模式效果值可知，在中介模式中幼兒原因對責任判斷（γ23）
、
控制性向度對責任判斷（γ22）的直接效果皆達顯著，效能信念對責任判斷（β27）
的直接效果亦達顯著，符合 Baron 與 Kenny（1986）對中介效果檢驗條件一、三的
要求。
接著，幼兒原因對效能信念（γ37）的直接效果皆達顯著，符合 Baron 與 Kenny
（1986）對中介效果檢驗條件二的要求。然而，控制性向度對效能信念（γ27）的
效果值未達顯著未符合中介效果成立的要件，即效能信念變項並非控制性向度對
責任判斷的中介變項，故研究假設 5-1 不成立。
由表 4-22 可知，在原本修正模式中加入效能信念作為中介變項，結果發現幼
兒原因對責任判斷（γ23）的直接效果值由模式一的.30 下降到.24，意即原本幼兒原
因對責任判斷的正向預測力會被效能信念所中介，證實效能信念變項是幼兒原因
變項對責任判斷的中介變項，故研究假設 5-2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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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第六節 質性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節主要在說明質性研究分析的結果。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以及第三章的概
念架構，茲將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搶奪玩具及打人行為的歸因歷程情形進行整
理，在有系統地匯整參與觀察和訪談法所蒐集的資料後，進行資料的編碼分析工
作，茲將教師歸因歷程的主題編碼結果，依照主題類別分成教師歸因、情緒反應、
責任判斷、未來期待、與因應策略等五大部份，如表 4-24 所示。
從表 4-24 可知，本研究最終版本的類別架構與初始設定的主題代碼類別架構
表 3-6 大致相同，只有三項差異—將原本原因主題裡的幼兒以外原因切分成教師原
因、與幼兒家庭原因；刪除責任類別的幼兒責任，將非幼兒責任變更為家長責任。
表 4-24 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之歸因歷程編碼表
主題代碼
類別架構
主題編碼
A 歸因
A_01 穩定的
A_01_01 從中、小班就出現
A_01_02 幼兒上小學後還出現
A_02 不穩定的
A_02_01 情緒
A_02_02 精神狀態
A_03 可控制的
A_03_01 故意的
A_03_02 試老師的底限
A_04 不可控制的
A_04_01 不小心的
A_04_02 不是故意的
A_04_03 先天疾病
A_05 幼兒本身原因 A_05_01 氣質
A_05_02 自我中心
A_05_03 個性
A_05_04 心情不好
A_05_05 精神不好
A_05_06 挑戰權威
A_05_07 特殊幼兒
A_05_08 社交方式錯誤
A_05_09 不知道常規規範
A_05_10 忘記常規規範
A_06 教師原因
A_06_01 玩具的特性與數量
A_06_02 玩具使用權不明
A_07 幼兒家庭原因 A_07_01 家長的不良習慣
A_07_02 家長教養態度
A_07_03 隔代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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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之歸因歷程編碼表（續）
主題代碼
類別架構
主題編碼
B 情緒
B_01 正向情緒
B_01_01 同理
B_01_02 包容
B_01_03 關心
B_02 負向情緒

B_02_01 生氣
B_02_02 質疑
B_02_03 不耐煩

C 責任

C_01 家長

C_01_01 家長縱容
C_01_02 家長不關心
C_01_03 親師合作

D 期待

D_01 成功改善

D_01_01 事先提醒才有效
D_01_02 經教導後有改善

D_02 維持不變

D_02_01 行為持續出現
D_02_02 固定班底
D_02_03 變成個人習慣

E_01 正向策略

E_01_01 釐清過程
E_01_02 直接指導
E_01_03 口語要求
E_01_04 講道理
E_01_05 提供獎勵
E_01_06 提醒後果
E_01_07 出面協調
E_02_01 隔離
E_02_02 忽略
E_02_03 指責
E_02_04 處罰
E_02_05 轉換活動

E 因應策略

E_02 負向策略

主題編碼係由研究者擷取資料中與主題有關的文本，進行開放性編碼，然後
檢視編碼間的關聯，進行主題編碼，以建立及修改各種編碼的類別，等同於主軸
性編碼的特性。下列將分別從教師歸因、情緒反應、責任判斷、未來期待、與因
應策略等部分探討說明質性資料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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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歸因的情形
教師歸因的情形
（一）穩定性
從表 4-24 可知，教師歸因的種類中，穩定性只有二個編碼，顯示受訪教師們
歸因時會回憶到行為問題開始的發生時間，會提到在幼兒讀小班或中班時就有看
過此行為，或是曾去請教以前幼兒的班級老師時有提到，可見老師們在進行歸因
時會關心行為的發生時間序，作為歸因的參考。亦有位老師擔心幼兒的行為問題
會不會延續到他上國小，顯示其認為行為問題原因具穩定性，所以就算他上了小
學依舊會出現同樣的行為問題。

「我有時候也在想自己是不是要堅持原則，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要按照規定，
很怕他們上小學後會不適應，不知道要遵守規則。」（訪乙師 1001108）。
至於不穩定的歸因向度，老師們只提到情緒與精神狀態等不穩定因素，會造
成幼兒容易出現行為問題。

「這個小男生生氣時會做出動作很大，所以就會揮到人家。」（訪乙師
1001230）。
（二）控制性
有關控制性的編碼從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是故意的或不小心的原因層面來做
判斷，教師較常使用故意、不小心等詞句來表示此行為是幼兒可控制的或不可控
制的。

「他不是故意打的，可能是搶東西的時候太大力不小心揮到………我就會跟
他說，你不可以這樣子，雖然是你在玩，就請他跟 L 說這是你在玩的，請他還給
你，跟他要用講道理的，不能用硬的。」（訪丁師 1001209）。
「…較聰明的孩子反而不會忘記，但還是出現，我覺得可能是挑戰老師的權
威，…會想投機，認為沒關係試試看，……但注意力較不集中的孩子可能會忘記
老師的教導，所以就不是故意的……。」（訪乙師 1001208）。
有關控制性的原因，訪談中老師提及有的幼兒會明知故犯，測試老師的底限
或是投機取巧，心存僥倖認為說不定老師不會注意到，一直要等到老師有較大的
反應時才會有所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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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我們班的小孩有時會故意看看我有什麼反應，已經叫他不能玩，要
去休息了，他就會慢吞吞的，看我有沒有注意他，一定要等到我大聲一點才會去
做。」（訪乙師 1001028）。對應研究者的觀察資料也有相同的發現。
「老師叫 m 退到綠線內玩，他沒有動作，老師說:『m，你到那邊去玩(老師手
指著角落)，快點！』，m 仍然坐在原位，老師再次催促說:『m，叫你換位子坐，我
要生氣了喔』，m 慢慢地拿著玩具起身。」（觀乙 1001027）。
相反的，關於不能控制的原因是屬於先天疾病，訪談中老師提到的是注意力
缺陷過動症的孩子，認為這種先天疾病是屬於幼兒不可控制的，所以會以較包容
的態度來面對。

「我對特殊的小孩子會給他多一點機會，因為他沒辦法控制，因為它就像是
天生，不能跟正常的孩子比。」（訪乙師 1001028）。
（三）幼兒本身原因
幼兒本身原因
從表 4-24 可知，教師歸因的種類中（A_05_01〜A_07_03）
，幼兒本身原因的
數量就佔了 2/3，是所有老師歸因的主流。在幼兒本身原因中，幼兒個性與氣質的
歸因出現在所有老師的訪談內容裡，又佔最大宗，包括個性較好動、個性急躁驕
縱、較自我中心、富正義感好打抱不平、個性像男性…等等都是曾出現的歸因類
型。

「他從中班就這樣，玩玩具的時候，別人只要碰一下，他就大哭大叫…」（訪
甲師 1000927）。
「有的幼兒口氣比較像老大比較會兇人家，個性比較像老大，可能是為了介
入別人的糾紛，不要讓別人加入，要維持秩序。」（訪丙師 1001021）。
「我們班唯一會搶玩具的女生就是她了，她的個性很像男生。」（訪乙師
1001108）。
幼兒原因裡有一類是與幼兒的社會能力有關，意即幼兒並不知道自己該如何
與別人正確地社交互動。換句話說，當想要一起玩玩具時，不知道該如何向別人
提出需求，而是直接就搶走別人的玩具或是用不對的方式來互動，進而引發後續
的衝突行為。這樣的情形在中班幼兒身上較常見，這是因為他們有的剛上幼兒園，
還在學習適應團體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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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男孩子都會這樣，舉例來說，有的小孩一起玩，他會先打你，其實他
打你的動作不是要欺負你，是說想跟你玩，翔翔就像這樣的個性，想要別人有反
應，這樣二個有反應的人在一起玩比較好玩，就像有的小朋友會先打你，然後故
意讓你追他就覺得好好玩。」（訪丙師 1010112）。
「他不會像其他小朋友說借我或給我，他看到就直接搶走…」（訪丁師
1010103）。
另外，亦有老師認為幼兒的精神狀態也是造成打人衝突行為的原因，當幼兒
睡眠不足或覺得生氣時，會失去耐心與理性，冒然做出違反紀律的行為。

「當他沒睡飽，精神不好，比較容易出現攻擊行為，會咬東西、咬人。」（訪
丙師 1001021）。「這個小男生生氣時會做出動作很大，所以就會揮到人家。」（訪
乙師 1001230）。
其中有一特別的觀點為幼兒原因存在著可控及不可控的向度。在 A_05_10 忘
記常規規範的主題編碼裡，受訪老師提到忘記常規規範有分故意和非故意的，通
常注意力較不集中的孩子，因接收訊息有中斷，對常規內容的記憶可能較不齊全，
所以會忘記老師的教導，最後還是發生，所以就不是故意的；但較聰明的孩子記
憶力佳，相較之下對常規內容的記憶較齊全，沒有忘記乙事，事件發生的現場若
辯解自己忘記，則有可能被老師解讀為挑戰權威或心存僥倖的投機心理。

「…較聰明的孩子反而不會忘記，但還是出現，我覺得可能是挑戰老師的權
威，…他會想投機，認為沒關係試試看，……但注意力較不集中的孩子可能會忘
記老師的教導，所以就不是故意的……。」（訪乙師 1001208）。
（四）教師原因
有關教師原因多半和遊戲玩具素材的提供有關，而不是與老師本身有關。有
的老師認為玩具數量太少是造成衝突的原因（訪甲師 1000927）
，有的老師提到某
些玩具，像積木，要足夠的數量才能玩組合，所以比較容易引起幼兒搶奪。

「她玩拼圖時較乖，玩積木比較會搶奪，因為積木有數量多少的問題。」（訪
乙師 1000920）。
依據研究者的觀察，搶奪玩具多半發生於玩具使用權不明的狀況，尤其是某
樣玩具經過二個人次使用過後，就會發生這個玩具是屬於誰的爭議，互不相讓而
容易出現搶奪及打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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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坐在地上玩玩具卡車，A 看到動手去搶卡車，H 緊捉著卡車，不讓 A 拿
走，並說：這是我先拿到的…」（觀丁 1010103）；「卡車一開始就是 A 在玩，所以
A 要搶回。」（觀丁研 1010103）。
N 不想玩小車子，但又不要別人碰他的玩具，希望玩具放在地上，別人都不
要碰它，不只丟玩具、踢玩具，甚至輕打對方的頭來阻止。」（觀丙研 1001202）。
（五）幼兒家庭原因
教師歸因幼兒的行為問題多半是因為家長的教養態度及家長個人不好的習
慣。有的老師提到他認為家長的身教會造成幼兒學習。

「這可能在家裡爸爸媽媽常常吵架打架，被小朋友看到，……爸爸的脾氣比
較不好，行為舉止影響到她。」（訪丁師 1001227）。
而更多的老師認為家長的教養態度若是縱容或太寵的話，恐怕是造成幼兒行
為問題的主因。

「媽媽平時較疼他，想要什麼玩具都會買給他，所以在學校玩玩具時就不會
想那麼多，他想要就會一直拿。」（訪甲師 1001101）。
「他媽媽只生他一個，比一般家長更寶貝，他會覺得東西都是我的，佔有慾
很強，這個東西是我的，所以常常發生爭吵。」（訪丙師 1010116）。
二、教師面對
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情緒反應情形
（一）正向情緒
經資料分析與整理的結果發現，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時，出現的正向情緒
反應包含有同理、包容、及關心，其中同理一項與 Weiner（2006）人際歸因理論
主張的社會性情緒相符。從觀察資料中發現，伴隨著教師處理幼兒行為問題的情
緒多是平穩的語氣，有很多的觀察現場情形是教師會同理、關心被攻擊的幼兒是
否有受傷？心情如何？或要幼兒小心一點，主動打理幼兒的外觀，幫忙整理衣服
等（觀甲 1001004、觀甲 1001021、觀乙 1000920）
。

「L 向老師說:『剛剛 g 用玩具打到我的手』，並指著自己的手腕。老師邊巡視
幼兒座位邊回答說:『所以，你剛剛很大聲、很生氣，是嗎?』（觀乙 1000920）。
包容情緒，反映在老師認為幼兒的行為係屬於穩定性的，認為他每次都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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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或認為幼兒有過動症，因此願意給他較多的機會，不立即處分，讓幼兒有時
間和機會做出行為修正。

「我對特殊的小孩子會給他多一點機會，因為他沒辦法控制，因為它就像是
天生，不能跟正常的孩子比。」（訪乙師 1001028）。
（二）負向情緒
經資料分析與整理的結果發現，教師對自己的負向情緒反應包含生氣、質疑、
及不耐煩。其中生氣一項與 Weiner 歸因理論的主張相符。透過訪談資料，老師們
表示生氣情緒出現於二種現象：一直講講不聽的時候、和打人很嚴重的時候（訪
乙師 1001028、訪乙師 1001125、訪丙師 1010112、訪丁師 1010103）。

「比如 A 他明明知道不能這樣做，已經跟他說了，但他還是就這樣做，我就
會比較生氣，我就比較會罰…」（訪乙師 1001125）。
質疑情緒係指教師對於幼兒的行為表示不解，反映出教師認為今天幼兒的表
現不正常，老師將質疑說出來希望幼兒注意自己的行為。

「你怎麼今天一直有問題喔!」（觀甲 1000927）。
不耐煩情緒是指教師認為幼兒的行為問題出現較為頻繁，有時一天出現同樣
的行為 3 次以上，讓老師覺得有些麻煩，需要不斷地去指正。

「我會在心裡覺得剛剛才跟你說過，下一秒鐘你又出現了，怎麼又是你，好
煩！」（訪丁師 1010103）。
由上可知，負向情緒多出現於特定事件，尤其生氣情緒的出現是在教師評估
行為問題事件的強度及嚴重性之後，換言之，當教師認為此行為事件發生次數較
頻繁或有嚴重後果時比較容易出現生氣情緒。

三、教師面
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的責任判斷
幼兒行為問題的責任判斷情形
責任判斷情形
經資料分析與整理，教師在判斷責任時多將責任歸屬於家長，認為幼兒行為
問題的發生責任應回歸到家長身上。

「我知道他平常在家就是這樣會和弟弟妹妹打，搶玩具玩，家長沒有在注意，
可能也管不動…」（訪丁師 1001227）。
「晚上小孩都跟著家長看電視、晚睡，早上幾乎都是最晚一位到學校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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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都大概 9 點半到學校，常常看他沒睡飽，精神不好，就比較容易出現攻擊行為。」
（訪丙師 1001021）。
由上述例子顯示，當家長對孩子在家的表現漠不關心或放任孩子不遵守家中
常規時，則會影響孩子在校的表現。換言之，當幼兒在校出現行為問題時應深究
家長的責任。不過，亦有訪談內容提到親師合作的重要性，認為家長與老師共同
合作有助於協助幼兒改善行為，與 Soodak 與 Podell（1994）提到將學生問題歸因
至家庭情境因素的教師，會建議家長共同參與之現象吻合。

「一開始因為我比較不瞭解他，當有的小朋友打人，你兇他有效，但我發現
他還是一樣，後來他媽媽跟我說，就是請我跟他溝通……」（訪丁師 1010103）。
四、教師面
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未來期待
幼兒行為問題的未來期待情形
未來期待情形
經資料分析與整理，發現幼兒教師在面對幼兒行為問題後，心中對幼兒該行
為的後續看法，即為未來期待，可分為二部份：一是成功改善；二是維持不變。
由訪談資料發現，教師對幼兒未來是否會成功改善其搶奪玩具或打人行為的期
待，有正反二方的看法，即成功改善與維持不變，並且視幼兒個別差異而定，並
非普遍性的看法。正方的情形是認為幼兒下次便會改善。

「每次玩玩具前會先提醒注意規則及後果，對有的小朋友是有效的，他那一
次就真的比較乖。」（訪乙師 1000929）。
通常老師認為該行為問題頻繁地出現，或以前就曾發生此行為時，對幼兒未
來期待是負向時，認為此行為會維持不變，下次還是會出現。老師會認為此行為
問題並不是才出現一次，而是屢見不鮮，甚至已鎖定固定的幼兒名單，對特定的
幼兒更是抱持此種看法。教師多半認為因為此行為持續出現、每次發生行為問題
者都是固定班底、甚至認為此行為已變成幼兒的個人習慣。

「我們班就是固定那幾個小朋友會搶玩具。」（訪乙師 1001230）；「我們班男
生會搶玩具就是那幾個。」（訪甲師 1010117）。「平常她看到東西都是直接搶走的，
就是習慣了」（訪丁師 1001103）。
從此處可看出教師對自己教學功效的認可，當對未來期待是正向時，認為幼
兒的行為會有改善的跡象，多數老師認為是自己事前提醒及事後教導的做法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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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顯示出教師自利歸因偏誤的存在，換言之，若是發生成功事件則傾向於歸因
於老師本身所造成的。

五、教師面
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使用因應策略
幼兒行為問題使用因應策略的情形
因應策略的情形
（一）正向策略
經資料分析與整理的結果發現，教師對行為問題的因應策略分為正向與負向
二部份。正向策略包括釐清過程、直接指導、口語要求、提醒後果、提供獎勵、
出面協調及講道理等七項。為了知道詳細過程以便做出因應處遇，老師們介入時
都會先問清楚事情原委，釐清事情過程。

「我的處理就是會先問，有時候他們也說不清楚，所以要問兩個，或是在等
一下子，因為有一個在哭，等一下子再問。」（訪丙師 1001202）。
在介入時多半老師都會採取口語要求、直接指導、出面協調和講道理等策略，
前三者是直接教導和告知幼兒較適合的行為，後者是向幼兒說明將心比心的道理。

「G 要伸手拿地上的積木，P 抱住 G 不讓他拿，G 扭動身體掙扎。這時，老師
突然大聲叫 G 的名字，G 與 P 立即分開。」（觀甲 1001004）。
「有的幼兒不會讓，所以兩個人會僵持不下，這時我會出面協調處理。」（訪
甲 1001101）。「J 想組合成槍，但缺積木，所以搶走 f 的積木。J 辯稱 f 的積木是自
己的。老師在了解幼兒使用積木的情形後，直接為幼兒排解糾紛，要求幼兒共享
玩具一人一半。」（觀丁 1010116）。
「我就會跟他說，你不可以這樣子，雖然是你在玩，就請跟對方說現在是你
在玩的，請他還給你。跟他要用講道理的不能用硬的。」（訪丁師 1001103）。
另外，老師們也會採取預防策略，隨時提醒幼兒行為後果，口頭要求幼兒要
做正確的事，或採取請二位平時容易發生爭吵的幼兒，盡量不要在一起玩。

「A 將軟骰子拿在手上，在 L 四周徘徊，老師說:『A，這個骰子不是拿來丟
人的』，A 將骰子放在櫃子上後走開。」（觀甲 1001028）；「老師在 A 做出攻擊動作
前，告訴 A 玩具的正確使用方法。」（觀甲研 1001208）。
「D 到益智區拿樂高積木玩，C 對 D 說：D 等一下我跟你一起玩。D 回答：我
不要，老師教我離你遠一點」（觀乙 10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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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預防策略是採用提供獎勵方式，在行為前和幼兒訂立行為契約，予以
獎勵，希望削弱幼兒行為問題的發生。

「後來就跟他說:『如果你這動作沒再出現的話，就會送你一個小禮物』，之後
就漸漸改善掉，現在就比較不會打人抓人。」（訪丁 1001125）。
（二）負向策略
經資料分析與整理的結果發現，教師對行為問題的因應策略分為正向與負向
二部份。負向策略包括隔離、忽略、指責、處罰、轉換活動等五項。從資料中發
現，隔離策略的運用有四種方式，包括由老師拿走搶奪中的玩具、要求有紛爭的
二人中止玩玩具、分開來玩或在旁邊休息。

「老師嚴肅的說:『你們 2 個休息，坐在這邊休息』，2 位幼兒一起坐下，老師
用手指著他們 2 個分開坐，一人坐在老師右邊，另一人坐老師前面。」（觀甲
1001101）。
「我會事先說要輪流玩，如果還是兩個都不放的話，我就會沒收那個東西。」
（訪丙師 1001230）。
在面對較輕微的事件時，有時老師會運用忽略策略，先觀察不予以處理，讓
幼兒彼此間有時間和機會去學習解決糾紛。

「這不是很大的衝突，所以我就沒有出聲，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他們自己可以
處理。」（訪甲師 1001004）。
老師們皆同意不同的幼兒其個性不同，使用因應策略時要因材施教，視幼兒
的興趣焦點而訂處罰。像有的小朋友不喜歡玩洋娃娃，便將分配到娃娃家玩視作
處罰。

「下次他再這樣，就跟他媽媽說，然後罰他不准玩積木，他很怕來娃娃家，
把這個當做處罰」（訪乙師 1001125）。
而有的小朋友很怕玩玩具的時間不夠，處罰便是增加作業量，讓他在遊戲時
間寫，減少遊戲時間。老師們認為因為這些策略可以讓幼兒知道痛苦，力求較佳
的表現。
142

「處罰他不要玩，我是覺得對那幾個處罰不要玩沒有效，所以我才會罰寫作
業」（訪乙師 1001230）。
正負向因應策略的使用並無一定通則，受訪教師表示需視幼兒個性差異來靈
活運用。經觀察資料整理發現，出現最多的策略是口語要求、直接指導與隔離策
略。口語要求與直接指導策略多使用在事件發生當下，老師直接要求幼兒中止動
作，或做出老師要求的行為；隔離策略則多使用於事件發生後，老師暫停幼兒玩
玩具的權利。
本研究觀察資料（觀乙 1001223）發現當事情嚴重性較高時，如幼兒打人很用
力的時候，在事件發生當下教師較容易使用指責策略和處罰策略，如大聲斥責、
打手心。Kennedy Marx（1988）的研究亦發現當處遇較嚴重的行為事件時會歸因
於外在因素或情境因素，而且比不嚴重的行為後果，更有可能出現個人的懲罰反
應，這與老師面對較嚴重的行為後果會出現生氣情緒是一樣的。

六、小結
從上述可知，研究者透過實際觀察與訪談教師蒐集資料，是一種真實現場的現象
採擷，試圖反映目前幼兒園教室現場的真實樣貌與教師的觀點與和看法。結果發
現，當教師在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時，確實存在教師歸因、情緒反應、責任判斷、
未來期待、與因應策略等歸因歷程現象。下列將陳述研究者所發現的教師歸因歷
程現象。
（一）幼兒原因佔教師
幼兒原因佔教師對行為問題
原因佔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類型的多數
對行為問題歸因類型的多數
從表 4-20 可發現，在一系列教師歸因的種類中（A_05_01〜A_07_03）
，幼兒
本身原因的數量就佔了 2/3，是所有教師歸因的主流原因，顯示當幼兒發生行為問
題時，教師歸因於幼兒本身原因的比例佔半數以上，多數教師皆認為幼兒是造成
行為問題的主因。研究者認為這樣的結果凸顯了教師對幼兒本身因素的重視，貶
低了與教師自身有關原因之重要性，如教師教學技巧、學校支持等等，透露出教
師可能具有基本歸因謬誤的觀點，認為幼兒的行為是受性格影響。

（二）教師歸因-幼兒原因
教師歸因 幼兒原因對因應策略的影響
幼兒原因對因應策略的影響
每位幼兒的個性皆不同，雖然出現一樣的行為，但老師們的因應方式卻不一
定相同。有的策略適用於某類型個性的幼兒，有的策略則無法有功效，顯示因應
策略的使用，有待老師們依幼兒個性去不斷地嘗試，因此老師們都認同要因材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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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依照幼兒個性來提供適合的因應策略，此結果與王月貞（2003）透過觀察及
訪談研究方式所獲得的結果為教師處理策略因幼兒而異，相符合。
（三）穩定性歸因對教師情緒反應的影響
穩定性歸因對教師情緒反應的影響
從本研究資料可得知，教師對於行為發生具有穩定性質時有二種情緒反應：
一是教師生氣情緒的產生多在幼兒行為問題頻繁發生的前提下，讓老師感到麻
煩，覺得增加自己工作的負擔，或是經過老師處理後依然再犯的背景下，老師們
覺得不解，剛剛才講完道理，怎麼馬上就再犯，與老師的預期不同。二是包容情
緒，反映在老師認為幼兒的行為係屬於穩定性的，認為他每次都會這樣，所以見
怪不怪，教師心態會轉化為包容與支持。此現象不同於 Weiner（1995）認為影響
情緒反應的歸因向度僅有原因來源與控制性歸因向度，原因的穩定性向度不會直
接產生認知導向的情緒，不論是自我導向或他人導向的情緒之主張。不過從質性
資料顯示，在真實教室現場，穩定性歸因向度對情緒反應具有影響力，可能是正
向的包容情緒，或是負向的生氣情緒。。
（四）穩定性歸因對教師期待的影響
由於穩定性歸因向度是個體知覺影響因素的性質穩定性，在類似情境是否具
有一致性（Weiner, 1985）
。從質性資料顯示，當教師歸因時會回憶到行為問題開始
的發生時間，會評估此行為發生的時間、地點或次數，可見老師們在進行歸因時
會關心行為的發生時間序，作為歸因的參考。因此當老師會認為此行為問題並不
是才出現一次，之前就曾發生過同樣的狀況，具有持續穩定性，此時教師歸因為
穩定性。
因為教師期待的形成，首先是教師從學生的各項身心特徵中獲得對學生的印
象，然後依據其經驗、態度、價值信念或人格特性，對學生產生不同的期望（郭
生玉，1982）
。此現象經常發生於特定的幼兒的身上，教師甚至表示會出現搶奪玩
具和打人的幼兒是固定班底的說法。從教師對未來期待的資料部份，我們得知，
通常老師認為該行為問題頻繁地出現時，對幼兒未來期待是負向的，認為下次還
是會再出現行為問題，此與動機的自我歸因理論觀點相呼應。Waguespack 與 Moore
（1993）亦提到歸因的穩定性向度與結果預期相連結，符合結果預期者容易歸因
於穩定因素，即教師預期兒童會表現出行為問題，此預期來自於教師對兒童先前
的經驗與認為兒童有此行為問題特性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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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第七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將第四節至第五節量化研究結果與第六節質性研究的結果綜合討論之。

一、模式修正的討論
本研究所建構之理論模式經修正後，經適配度評鑑與參數評估與模式評估結
果發現所有參數都能合理解釋，而且模式的內外在品質都有理想的結果。
本研究修正後模式與初始模式的差異在於刪除穩定性、未來期待、同情情緒、
及正向因應策略等四個潛在變項，刪除理由有二：一為這些變項間的徑路係數（穩
定性對未來期待、幼兒原因對未來期待、責任對同情、同情對正向因應策略）未
達顯著水準，失去潛在變項間的效果預測作用，於是進行刪除；二為未來期待對
正向因應策略雖達顯著，但變項失去與潛在自變項-教師歸因的預測關係，無法了
解其與教師歸因的關係，與本研究理論基礎及研究目的不符合，才予以刪除。
下列將結合文獻探討與質性研究結果，來討論與檢討理論模式面臨修正的部
份。
（一） 穩定性歸因向度的影響
穩定性歸因向度的影響
本研究將穩定性向度定義為幼兒教師知覺影響幼兒行為問題原因的性質穩定
性。從質性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對造成行為問題的原因抱持著穩定性向度的觀點
是存在的，但穩定性的觀點並非一蹴可及的，需要時間的累積，對幼兒有長時間
的認識與觀察，甚至從小班年齡就要知道孩子的個性或行為特性，才能知道影響
因素的穩定性程度。由此顯示，針對穩定性向度的定義，宜在行為發生的訊息裡，
加入行為發生時間序的說明，才能讓受試教師更清楚穩定性的意義，有助於做出
穩定性的歸因判斷。
依據自我歸因模式的主張，若個人將失敗事件歸因為穩定性的，將預期未來
仍是失敗的，後續行為可能選擇逃避或不努力等做法。故研究者依據動機的自我
歸因理論，提出穩定性向度對未來期待具有影響的假設，經結構模式的驗證卻發
現，穩定性向度對未來期待的效果並不顯著，此結果不符應 Bru-Tal（1982）所主
張透過對學生未來結果的期待之中介歷程，能解釋教師原因知覺與行為之間關係
的論點。由於穩定性歸因向度是個體知覺影響因素的性質穩定性，在類似情境是
否具有一致性（Weiner, 1985）
，可能無法透過單次的觀察事件獲知影響因素的情境
一致性。因此，研究者推測當個體進行人際歸因他人事件時，對他人行為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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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後果無法有通盤的了解，導致穩定性向度的歸因型態不容易產生，所以無法
獲得穩定性與歸因歷程模式其他潛在變項的有力關係。不過，在質性研究中卻獲
得不同的觀點，結果發現穩定性歸因對教師未來期待、與情緒反應的影響確實存
在，研究者推測原因在於教師對歸因事件當事人的熟悉度是高的。
另外，Weiner（1995）認為影響情緒反應的歸因向度僅有原因來源與控制性歸
因向度，原因的穩定性向度則影響個體對未來成功和失敗的主觀期待，不會直接
產生認知導向的情緒，不論是自我導向或他人導向的情緒。不過，在研究的質性
資料結果顯示，教師對於行為發生具有穩定性質時，有生氣和包容二種情緒反應。
因此，研究者推測穩定性歸因對情緒的影響，有可能存在於人際歸因的事件情境
裡，產生他人導向的情緒，後續研究可針對穩定性向度對情緒反應的影響作進一
步的探究。
（二） 同情情緒與
同情情緒與的正向因應策略
正向因應策略影響
因應策略影響
本研究係以人際歸因理論為基礎，從研究結果發現人際歸因理論裡主張可控
制性向度→責任判斷→負向情緒→負向行動的徑路關係已獲驗證，但另一條徑路
關係：不可控制→無責任→正向情緒→正向行動，在本研究中卻不獲驗證。
依據人際歸因理論的主張，控制性向度經由責任推斷，會產生他人導向的情
緒，有同情和生氣二種。然而從表 4-2 可知，同情情緒和生氣情緒觀察變項的最低
平均值為 3.43 和 3.45，略低於情緒反應量表（六點量表）選項的中位數 3.5，研究
者推測在幼兒園教室情境裡，教師在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歸因時會產生的他人導向
情緒，可能不只同情和生氣這二種，因此才導致這二種情緒反應得分不高。在本
研究的質性資料結果顯示，教育現場的教師將情緒分成二大方向-正向與負向。正
向情緒包含同理、包容及關心，負向情緒包含生氣、質疑、及不耐煩，研究者從
此結果推測，在幼兒園教師可能會出現的正向情緒應是同理、包容，這二種情緒
是被社會大眾所接受，並預期老師在面對年齡尚小的幼兒時，應抱持同理與包容
這樣的情緒本質來面對幼兒的行為問題，才是符合一般大眾對幼兒教師角色的期
待，非理性的生氣更是不被接受的。故，有關情緒測量的定義及內容應重新進行
釐清，加以擴大與豐富，來做為未來修訂情緒反應量表之參考。
在本研究同情情緒對正向策略的影響未達顯著，無法驗證人際歸因理論主張
同情將引發後續的幫助行為之論點。然而，從量化研究效果值的方向值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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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師認定幼兒須負責任時，會表現同情情緒，但並不顯著；而老師的同情情緒
並不會引發正向策略的使用，此結果與人際歸因理論主張同情情緒會引發正向策
略是不相同的，惟此路徑關係並不顯著，故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檢測。

二、研究發現與討論
研究發現與討論
從表 4-16 可知，量化研究中進行分析的潛在依變項路徑關係計有十項，包含
假設 2-1 至 2-9，及新增假設 2-10，研究發現獲得五條變項路徑關係的結果。另外，
本研究量化研究部分尚進行教師教學年資與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修正模式的調節
效果檢驗，以及效能信念中介模式的考驗。綜合以上研究結果，下列將結合質性
研究結果，呈現本研究的主要發現，並說明闡述之。
（一）教師控制性
教師控制性歸因
控制性歸因向度
歸因向度、
向度、幼兒原因來源歸因對
幼兒原因來源歸因對責任判斷具有正向影響
結構方程式已對研究假設 2-2：控制性歸因向度→責任判斷；假設 2-4：幼兒
原因→責任判斷，這二條徑路關係獲得驗證。人際歸因理論主張控制性歸因向度
是責任變項之前提，意即與責任判斷相連結的歸因向度為可控制性。此二個結果
路徑部分符合 Weiner（2006）人際歸因理論裡的主張：可控制性向度→責任判斷
→情緒→行動的關係。意即當教師在面對幼兒的行為問題時，若歸因此行為發生
原因是幼兒本身因素、或是幼兒可以控制的，將判斷這是當事人幼兒應負起的責
任，會做出口頭責備、隔離或剝奪權利等負向因應策略的行動。
在本研究的質性研究結果中發現，受訪教師曾表示對幼兒原因抱持著可控與
不可控的的觀點，在屬於幼兒的原因裡，如忘記常規規範是屬於非故意的、不可
控的，但挑戰權威則是屬於故意的、可控的。然而在本研究的質性訪談過程中，
可發現由於責任一詞，對老師們來說是個沉重的壓力，多半不肯輕言責任在於自
己，因為只要承認責任在於自己，代表已發生的幼兒行為問題係因為自己未盡其
責任，這是件教學失敗的案例，這對老師而言是不小的挫折打擊，為避免面對此
挫折，教師們將很容易地啟動自我防衛機轉，將責任判給他人。另一方面，幼兒
在進入學校時，已經是帶著符合社會環境需求經驗的主人了，具有教師不能掌握
的因素（陳紀萍譯，2006）
。所以，教師在進行行為問題歸因容易歸因至幼兒本身
原因，也自然作出責任在於幼兒的責任判斷。
Weiner（1995）提到責任認定的第一步在於決定原因是否屬於個人，當屬於個
人時才能認定個人負有責任。Papatheodorou（2005）認為幼兒的行為問題時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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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是短暫的發展現象，是解決問題的嘗試錯誤過程，因此，教師將行為問題歸
因至幼兒本身原因時，便推定幼兒需負擔責任去改善自身的行為問題。
故，本研究獲得幼兒原因歸因對責任判斷具有正向影響力的結果，對應於人
際歸因理論已獲得支持。
（二）責任判斷對生氣情緒具有正向影響
結構方程式已對研究假設 2-7：幼兒責任→生氣情緒之路徑關係獲得驗證。其
結果表示當教師判定幼兒要負較大的責任時，較會感到生氣。此發現符合 Weiner
（2006）人際歸因理論裡的主張，認為當歸因於幼兒可控制時，會判斷當事人須
負起責任，教師會感到生氣，進而使用負向策略。在所有的變項路徑關係中，以
幼兒教師的責任判對對生氣情緒之正向直接效果（.43）最大，顯示幼兒教師責任
判斷的重要性。
張愛卿與劉華山（2003）的研究發現責任推斷除直接影響到行為應對策略外，
還間接地通過情緒反應，對責備策略發揮作用。本研究亦獲得同樣的路徑關係，
責任推斷透過生氣情緒的中介，來影響負向因應策略。
不過，人際歸因理論主張當教師知覺原因是學生無法控制者，將認為學生不
須負起責任，教師會感到同情，而引發幫助行為，在本研究所建構的教師歸因歷
程模式中，控制性對責任判斷具有影響，但責任判斷只對生氣情緒具有顯著效果，
對同情情緒及其對正向因應策略的影響，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裡不具顯著效果。
由此顯示，在我國幼兒園教室裡，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歸因，確實能引發教師
對責任的判斷，並較有可能導引出現生氣的情緒，不過較不容易觸發同情情緒。
（三）責任判斷對負向因應策略
責任判斷對負向因應策略具有正
因應策略具有正向影響
具有正向影響
結構方程式已對研究假設 2-10：幼兒責任→負向因應策略之路徑關係獲得驗
證。其結果表示當教師判定幼兒要負較大的責任時，較會使用負向策略來因應幼
兒的行為問題。此發現符合 Weiner（2000）人際歸因理論裡的主張，認為當歸因
於幼兒可控制時，會判斷當事人須負起責任，教師會感到生氣，進而使用負向策
略。
但在質性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對責任的判斷首推家長，因此在質性研究結果
中無法形成以幼兒責任程度為變項的討論，因此，研究者將轉換路徑方向，以非
幼兒責任來探討與後續因應策略的關係。從質性資料中可獲得教師對行為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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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策略分為正向與負向二部份，正向策略包括釐清過程、直接指導、口語要求、
提醒後果、提供獎勵、出面協調及講道理等七項；負向策略包括隔離、忽略、指
責、處罰、轉換活動等五項。經觀察資料整理發現，出現最多的策略是口語要求、
直接指導與隔離策略。由此可知，教師在判斷責任在家長、非幼兒的前提下，較
常運用正向策略的口語要求與直接指導、及負向策略的隔離。
（四）生氣情緒與負向策略的關係
本研究的假設 2-9：生氣情緒→負向策略間的關係已獲得結構方程式的證實，
與 Weiner（2005, 2006）
、Stavrinides 和 Panaoura（2002）主張生氣情緒將引發一系
列的反社會行為，包括放棄、懲罰和訓斥之主張相呼應。顯示當教師歸因後，若
產生生氣情緒，容易導致後續的負向行動。
在質性研究結果裡（訪乙 1001125）亦發現當幼兒明知故犯時，會使得老師愈
生氣，進而愈可能使用處罰的負向策略。質性研究的結果亦可證實生氣情緒→負
向策略間的關係，但與量化研究結果略有不同之處，質性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對正
向策略的使用是較普遍的，而正向情緒亦經常出現在教師因應行為問題的場景裡。
（五）教師教學年資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不具調節效果
教師教學年資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不具調節效果
多群組樣本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教學年資組的幼兒教師在教師對行為問題歸
因歷程模式的反應是相同的。此結果與施香如（1990）的發現有符合之處，皆認
為不同教學年資的老師對學生行為問題的歸因沒有差異。歸因理論裡並未對個體
過去經驗的多寡來探究其對歸因的影響，於圖 2-7，Eiser（1983）以歸因領域的普
遍模式來提及歸因的前因內容，包括代表目前情境的特定訊息、個人基於過去知
識經驗所形成的信念（因果基模）
、以及個人歸因時所持的動機等三項。研究者據
此推論教學年資此類調節變項對歸因的影響力，不如因年資經驗而產生的因果信
念（中介變項）
，未來研究若欲探究教學年資的影響，應探尋與教學年資有關的因
果信念來加入模式探討。
（六）肯定教師效能信念在教師歸因歷程的影響力
Ashton（1984）主張高效能信念程度的教師認為學生的學習是教師的責任，當
學生學習失敗時，會檢討自己的教學表現，以尋求更有效的方法，預期學生能進
步，對學生行為與成就懷著積極的態度；低效能教師認為學習是學生的責任，當
學生失敗時，會以學生的能力、動機、態度及家庭背景為藉口，預期學生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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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到學生時表現沮喪，有負面情感。
雖然本研究經多群組樣本比較結果發現，高、低效能信念組的幼兒老師在教
師歸因歷程模式的調節效果並不顯著，與 Silver、Mitchell 和 Gist（1995）指出高
低效能信念會造成不同的歸因，自我效能程度的不同會造成教師在歸因過程中存
在顯著性差異之主張不相同。雖然如此，本研究結果發現，效能信念與生氣情緒、
責任判斷的相關性達顯著負相關（見表 4-21），代表教師的效能信念愈高，愈不
會產生生氣情緒，愈不會將行為問題的責任推斷於幼兒，與上述 Ashton（1984）
的主張一致。
研究者透過新增一個效能信念中介模式，來檢驗教師效能信念對歸因歷程模
式的中介效果。首先在模式適配度檢驗方面，結果發現此模式之絕對適配度指標、
精簡適配度指標部分符合適配度評鑑標準，但在比較適配度指標則出現皆未符合
適配度評鑑標準的結果，顯示此模式與樣本觀察資料的契合度不夠理想，模式本
身還需進行調整修正。
從中介效果的檢驗可知，幼兒原因對效能信念（γ37）及效能信念對責任判
斷（β27）的直接效果達顯著，由效果值的方向來看，幼兒原因對效能信念具有
負向的預測力，效能信念對責任判斷亦具有負向的預測力。意即當教師歸因於幼
兒原因時，將可預測其教師效能信念偏低；而當教師效能信念偏低時，可預測教
師會做出行為問題責任在於幼兒的判斷。換句話說，面對行為問題，做出幼兒原
因歸因的教師，會降低其自我效能，然而幼兒原因相對於教師而言，屬於外在因
素，與 Silver 等人（1995）認為將失敗表現歸因於內在和穩定因素時，會降低個體
的自我效能的說法不一致。因此，研究者推測幼兒原因對教師而言，可能具有穩
定性向度的特性，具有持續不變性，才導致教師自我效能的降低。在效能信念對
責任判斷的預測部分，則符合 Ashton（1984）的主張認為低效能的教師容易將責
任判斷給學生。
中介效果檢驗結果得知，幼兒原因對責任判斷的正向預測力會被效能信念所
中介，證實效能信念變項是幼兒原因變項對責任判斷的中介變項，研究假設 5-2
成立。由此可知，教師效能信念確實能在教師歸因歷程中發揮力量，產生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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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概分二節，第一節將說明本研究結果所得結論，第二節再整合說明本
研究對幼兒園教學與未來研究的進一步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目的為（1）建構幼兒教師對幼兒行為問題的歸因歷程模式，運用結構
方程式進行檢驗，以實徵資料驗證此模式的適配度；
（2）分析教學年資在教師對
幼兒行為問題歸因歷程模式的調節效果；
（3）檢驗教師效能信念在教師歸因歷程
模式的調節效果與中介效果；
（4）採用質性研究法，探討幼兒教師面對幼兒行為
問題時的歸因情形，及對後續情緒和行為的影響；
（5）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以作為幼兒園教學、輔導與未來研究之參考。依據以上研究目的，茲將本研究結
論陳列如下：

一、本研究修正後之「
本研究修正後之「幼兒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歷程模式」，
幼兒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歷程模式」，獲得實
」，獲得實
證資料的驗證，
證資料的驗證，可以用來解釋幼兒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時的歸
因歷程情形。
因歷程情形。
本研究修正後之「幼兒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歷程模式」
，包含控制性歸因向
度、幼兒原因、責任判斷、生氣情緒與負向因應策略等變項，獲得實證資料的驗
證，可以用來解釋幼兒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時的歸因歷程情形。本研究建構之
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歷程模式歷經理論初始模式與修正模式的驗證。理論模式的
驗證發現，內在品質尚可，但外在品質不理想，與樣本觀察資料的契合度不理想，
故進行模式的修正來改善整體模式的適配度。從最後的修正模式驗證結果發現，
修正模式的內在及外在品質理想，與樣本觀察資料的契合度極佳。
模式中各變項間效果的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原有的九項研究假設及新增的
一項研究假設皆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各變項關係為：幼兒原因歸因與控制性歸
因向度對責任判斷有顯著的直接效果、責任判斷對教師生氣情緒與負向因應策略
皆有顯著的直接效果、教師生氣情緒對負向因應策略的使用有顯著的直接效果。

二、教學年資對行為問題歸因歷程模式不具調節效果
本研究進行結構方程式的多群組分析，結果發現資深與資淺這二組教師在模
式恆等的考驗被接受，意即二組資料在本模式的反應是相同的。所以，幼兒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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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年資資深組與資淺組在教師歸因歷程模式具有相等的模式設計，教師的教學
年資不具調節效果。

三、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不具調節效果。
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不具調節效果。
結構方程式的多群組分析的結果顯示，幼兒教師高效能組與低效能組在教師
歸因歷程修正模式的Γ和Β矩陣的效果都未達顯著差異，顯示高、低效能這二組
樣本具有相等的教師歸因歷模式設計，教師的效能信念在歸因歷程模式中不具調
節效果。

四、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
教師效能信念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具有中介效果
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具有中介效果，
歸因歷程模式具有中介效果，是幼兒原因對
責任判斷的中介變項。
責任判斷的中介變項。
經建構教師效能信念中介模式並進行相關檢驗後發現，在模式中，幼兒原因
對效能信念、效能信念對責任判斷的直接效果達顯著水準，由此顯示，當教師歸
因行為問題為幼兒本身原因時，其個人效能信念較低；若教師效能信念偏高時，
較不會做出幼兒須負責任的責任判斷，反之，教師效能信念較低時，較會做出幼
兒須負責任的責任判斷。
再加上幼兒原因對責任判斷的直接效果亦達顯著，且效果值下降，顯示原本
幼兒原因對責任判斷的正向預測力會被效能信念所中介，證實效能信念變項是幼
兒原因變項對責任判斷的中介變項。

五、透過質性研究，
透過質性研究，發現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時的歸因歷程現象，
發現教師面對幼兒行為問題時的歸因歷程現象，
確實存在教師歸因、
確實存在教師歸因、情緒反應、
情緒反應、責任判斷、
責任判斷、未來期待、
未來期待、與因應策
略等歷程。
略等歷程。
本研究的質性研部分，採用參與觀察和訪談法來蒐集資料，進行時間從民國
100 年 9 月起至 101 年 1 月底，共進行 50 次的進班觀察與 26 次的個別教師訪談。
採用事件取樣法來蒐集教室真實行為問題事件發生的經過，本研究設定目標
行為問題為發生於幼兒遊戲情境時，與搶奪玩具有關所發生的打人行為，亦是觀
察研究的目標事件。
本研究的質性研究資料經編碼整理後，獲得教師歸因、情緒反應、責任判斷、
未來期待、與因應策略等五大部份的資料，提出下面的論點：
（一）幼兒原因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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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歸因類型的多數；
（二）教師歸因-幼兒原因對因應策略的影響；
（三）穩定性歸
因對教師情緒反應的影響；
（四）穩定性歸因對教師期待的影響。

第二節 建議
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與相關文獻，針對幼兒園教學、輔導與未來研究，提出
若干建議以供參考。

一、對教學、
對教學、輔導的建議
（一）透過歸因訓練
透過歸因訓練機制
訓練機制，
機制，鼓勵教師將行為問題歸因至幼兒以外的原因
本研究發現教師在進行行為問題歸因時，幼兒可控制性歸因向度與幼兒原因
歸因，將會促成責任在於幼兒的判斷，進而產生生氣情緒，使用負向策略。另外，
進行幼兒原因歸因的教師，可預測其會有較低的效能信念。因此，研究者認為為
調整負向情緒出現的機會，提高教師自我效能，宜從源頭-歸因來進行認知訓練。
換言之，鼓勵教師歸因至幼兒以外的因素，如家庭、教師因素。
尤其對於學齡前兒童而言，家庭的影響很大，在各種影響兒童發展的家庭因
素中，家庭的結構與類型、家庭教養方式與態度、家庭感情氣氛及互動所起的作
用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不過，教師因素在預防和影響學生的行為問題上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已有證據顯示正向的師生關係能為兒童提供保護作用，緩衝掉有害的
危險因子，並且教師規劃具有規範的情境與過程，對具有重大行為問題的兒童，
能提高其正向的適應及改變，而且良好的師生關係能預測學生擁有成功的學校適
應（Baker, Grant, & Morlock, 2008）
。
由上可知，加重教師對自己重要性的歸因認知，並加強親師合作的認知與練
習，應有助於改變教師認為行為問題的發生是幼兒本身所致之想法。
（二）建立行為問題二階段的
建立行為問題二階段的歸因歷程
二階段的歸因歷程：
歸因歷程：歸因→
歸因→責任判斷
本研究發現歸因對因應策略的影響，受責任判斷中介影響。而且將行為問題
發生歸因於幼兒可控性時，會將責任判斷於幼兒，引發後續負向情緒與負向策略
的使用。由此顯示責任判斷在教師歸因歷程的重要性，不可不慎。教師歸因、效
能信念均與責任判斷與後續情緒、教學行為有密切關係。因此，教師宜密切省思
自己面對學生行為問題時的歸因，避免因非理性的認知判斷，一味將責任歸諸於
幼兒身上。於是，教師在面臨肇因於錯綜複雜的個人與情境因素之多面向幼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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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問題時，在做出因應策略與最後處遇前，應進行二階段的認知判斷：歸因→責
任判斷，審慎評估幼兒行為發生的原因，加重對教師自己的責任權重，才不至於
做出錯誤的處遇，帶給幼兒傷害。
尤其，本研究所建構的教師對行為問題歸因歷程模式是以幼兒教師為對象，
且經過驗證得到顯著適配。因此，教師可透過歸因、責任判斷、情緒反應、及因
應策略等歷程，來理性思考自我的教學行為，使得教師在輔導幼兒行為問題時，
能減少負向情緒及負向策略的使用，做出符合社會大眾期待的幼兒教師角色。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增加責任
增加責任判斷
責任判斷、
判斷、未來期待與歸因間關係
未來期待與歸因間關係的實徵研究
與歸因間關係的實徵研究
本研究依據人際歸因理論對責任判斷的主張，建構教師歸因對責任判斷的影
響，研究結果發現影響責任判斷的歸因向度，除了控制性，還有幼兒原因來源，
控制性對責任判斷的影響已獲得人際歸理論的支持，但幼兒原因（先天和後天）
對責任判斷的影響，因幼兒原因的廣泛性，尚無法抽取出重要的影響因素，亦是
未來值得繼續深入探究的議題。另外，從本研究質性結果發現，教師相當看重家
長責任對幼兒行為的影響力，因此，研究者認為責任判斷與教師歸因之間的關係
仍有待釐清，二者是否為因果關係或是相關關係，建議未來研究應先釐清要負責
任的對象是幼兒、家庭或教師，再探究與教師歸因的關係。
另外，從本研究教師效能信念中介模式的分析可發現，效能信念對責任判斷
變項具有負向的預測力，顯示效能信念對責任判斷應具有影響力，但受限於本研
究目的著重於教師歸因歷程的探討，於是在本研究中不予深入探究，建議未來研
究可加入這二者關係分析之。
本研究初始建構的理論模式主張穩定性歸因向度、幼兒原因對未來期待有直
接效果，透過結構方程式的驗證發現假設不成立，然而研究結果亦顯示未來期待
對正向策略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未來期待變項有進一步探究之必要，因此，影響
教師未來期待的歸因項目為何，尚待未來研究解答。
（二）研究工具的精進與完備
本研究配合研究目的，針對欲探討的六個研究變項，由研究者編擬了六份量
表：
「幼兒教師歸因量表」
、
「幼兒教師情緒反應量表」
、
「幼兒教師責任判斷與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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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未來期待量表」
、
「幼兒教師因應策略量表」
、及「教師效能感量表」
。除了教師
效能感量表外，目前在國內並無相同的量表可參考，這些量表花費研究者許多時
間參閱理論內容編製而成，但信度分析結果普遍不夠理想。
因此，建議未來研究應先針對研究工具進行修正，各量表的修正建議如下：
1.情緒反應量表
由於同情變項在本模式中未獲得驗證支持，研究者推測同情情緒對受試者而
言屬於內隱性情緒反應，有偏向中性的傾向，並不如生氣情緒外顯、清楚可辨，
是負向情緒。因此建議未來應加強正向情緒的測量題意陳述，讓受試者在填答時
能產生較清楚的類推贊同反應。尤其對正向情緒的種類可依據本研究質性結果，
增加同理、包容和關心。
2.歸因量表
在歸因向度的測量方面，控制性變項與穩定性變項的題目數量太少，造成違
反估計檢查，造成無法識別結構方程式，其α信度表現亦不佳，故建議未來應再
依據歸因理論的主張予以增加題目數量。
3.責任判斷量表
依據文獻探討內容，由於責任牽涉的包涵的構念極多，包括意圖、因果關係、
不良的道德、理由、責任與否、知識、過錯等七項次概念。本研究在編製量表時
已盡量涵蓋各種理論構念，但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時仍刪除很多題目，造成
題目量減少，無法形塑次要構念。因此責任判斷量表的內容效度仍待未來研究繼
續探究精進。
（三）幼兒行為問題主題內涵的擴展
本研究透過先行性研究選取教師觀點的幼兒行為問題，意即教師認為在幼兒
園最常見的行為問題，以「發生於幼兒遊戲情境時，與搶奪玩具有關所發生的打
人行為」為研究主題。然而張彩云與申繼亮（2008）研究發現小學教師對不同類
型的教室行為問題的歸因間有顯著差異，因此未來研究可從不同的行為問題類型
出發，就如文獻探討提到行為問題可略分為外向性與內向性行為問題二類，本研
究的主題較偏向為外向性行為問題，未來研究可增加內向性行為問題之研究主
題，兩相比較，相信對教師歸因歷程模式的建構與驗證，可增加更多實徵資料的
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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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別採取問卷調查與觀察、訪談方式來蒐集量化與質性資料，並利用
質性研究發現來解釋量化研究結果。然而，混合研究之設計類型尚有嵌入式設計、
解釋式設計與探索式設計等方式（謝志偉、王慧玉譯，2010）
，故研究者建議未來
研究可採取探索式設計：先運用質性研究結果來發展研究工具並建構模式；或採
取嵌入式設計：在量化研究中嵌入質性資料的搜集、或在質性研究中嵌入量化的
實驗設計等等，都是令人期待的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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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教師處理
教師處理幼兒在校行為問題問卷
處理幼兒在校行為問題問卷之項目分析
幼兒在校行為問題問卷之項目分析

因
素
負
荷

A-1.教師歸因
1.教師歸因來源
教師歸因來源分量表之項
來源分量表之項目
分量表之項目分析、
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
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結果
考驗結果

新
題 原題號與題目
號
3 3.因為幼兒本身的人格特質
1 1.因為幼兒先天氣質的不同
4 4.因為幼兒對社會能力學習的努力不夠
6 6.因為幼兒的天資或遺傳因素
5 5.因為幼兒想引起他人的注意
2 2.因為幼兒模仿或學習別人的行為
因素命名
信度（總量表 α＝.68）？

.82
.71
.50
.65
.49
.45

項目與 斜交轉軸後的因素
總分間
負荷量
的相關 一
二
.61
.46
.29
.42
.31
.28

.80
.74
.66
.60

.12
.04
.19
.17
.82
.72

0.65

0.57

－
.04
幼兒先 幼兒後
天原因 天原因

因
項目與 斜交轉軸後的
素
負
總分間 因素負荷量
荷 的相關
一 二
－
.76
.22
.85
－
.76
.22
.84
－ .84
.18
-.37
－ .83
-.43
.15
穩定 控制
性 性

A-2.教師歸因向度分量表之項
2.教師歸因向度分量表之項目
教師歸因向度分量表之項目分析、
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
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結果
考驗結果

新
題 原題號與題目
號
9 9.造成出現此行為問題的原因，會一直持續影響幼
兒以後的表現
8 8.造成此行為問題的原因，只有短時間會出現影響
幼兒，是不穩定的
7 7.幼兒可以控制自己讓行為不要發生
10 10.此行為問題發生的原因，不是幼兒個人可以控制
的
因素命名
信度（總量表 α＝.65）

註：符號 ”－” 表示該數值小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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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0.55

因
項目與 斜交轉軸後的因
素
負
素負荷量
荷 總分間
的相關 一
二
－
.89
.34
.89
－
.89
.40
.88

B.教師情緒反應量表之項
B.教師情緒反應量表之項目
教師情緒反應量表之項目分析、
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
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結果
考驗結果

新
題 原題號與題目
號
4 4.您覺得氣憤惱怒
1 1.您感到生氣
3 3.您覺得可以同理他的情形
2 2.您感到同情
因素命名
信度（總量表 α＝.65）

.28
.26

.30
.38

-.12
.28

.85
.82

0.65

0.58

生氣類 同情類
情緒 情緒

註：符號 ”－” 表示該數值小於 0.1。

因
項目與 因素負
素
負
總分間 荷量
荷 的相關
一

C-1.教師責任判斷分量表之項
1.教師責任判斷分量表之項目
教師責任判斷分量表之項目分析、
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
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結果
考驗結果

新
題 原題號與題目
號
1
1.我覺得安安是故意的
2
2.我認為安安知道此行為的後果
× 3.我認為安安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不對的
× 4.我覺得安安是有理由這樣做的
3
5.我認為安安要為自己的行為負最大的責任
4
6.我認為安安知道其他避免此行為發生的方法
× 7.這件事其實不是安安的過錯
因素命名
信度

.71
.74
.18
-.37
.38
.74
-.29

.34
.43
.11
-.03
.27
.40
-.12

.73
.76

.51
.72

責任
.62

因
項目與 因素負
素
負
荷量
荷 總分間
的相關 一
－ .02
×

C-2.教師期待分量表之項
2.教師期待分量表之項目
教師期待分量表之項目分析、
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
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結果
考驗結果

新
題 原題號與題目
號
× 8.下次玩玩具時，安安發生相同行為的可能性很大
5
9.我對安安能改善此行為問題，抱有很高的期望
6
10.我覺得安安下次不會再犯
7
11.我期待安安的行為問題會有所改善
8
12.我認為安安的行為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因素命名
信度

註：符號 ”×” 表示該題予以刪除；符號 ”－” 表示該數值小於 0.1。
167

.77
.49
.71
.66

.31
.30
.26
.40

.76
.51
.70
.67

期待
0.58

因
項目與 斜交轉軸後的因
素
負
素負荷量
荷 總分間
的相關 一
二

D.教師因應策略量表之項
D.教師因應策略量表之項目
教師因應策略量表之項目分析、
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
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結果
考驗結果

新
題 原題號與題目
號
3 4.取消玩玩具的權利
1 1.口頭責備
× 6.給予直接的口頭指令
2 2.暫時隔離
5 7.施予懲罰
6 8.常規示範與指導
4 5.出面協調幫助
× 3.給予安慰
因素命名
信度（總量表 α＝.69）

.72
.67
.66
.70
.63
.31
.41
.19

.49
.45
.47
.51
.42
.29
.31
.12

.73
.73
.69
.68
.68

－
－
×
負向
策略
0.7

註：符號 ”×” 表示該題予以刪除；符號 ”－” 表示該數值小於 0.1。

.22

－
－
.28
－

.86
.83

×
正向
策略
0.63

因
項目與 斜交轉軸後的
素
負
因素負荷量
荷 總分間
的相關 一 二

E.教師效能信念量表之項
E.教師效能信念量表之項目
教師效能信念量表之項目分析、
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
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結果
考驗結果

新
題 原題號
號
1
1.我不知道應該如何適當地處理班上幼兒爭執的情形
2
2.對於班上幼兒的問題行為，我不知道如何輔導
3
3.若班上有幼兒不喜歡上學時，我有把握可以改善這種
情形
×
4.我能與班上的幼兒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4
5.要同時兼顧到班上每位幼兒的各種反應與需要是一
件很難的事
×
6.只要老師全力以赴，就能成功地引導最難管教的幼兒
5
7.幼教老師很難矯正幼兒不良的生活習慣
6
8.幼教老師很難去改變家長不當的教養觀念，以利幼兒
學習
7
9.假如幼兒在家裡不受管教，他們也不會接受老師的管
教
因素命名
信度（總量表 α＝.73）

註：符號 ”×” 表示該題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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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8

.49
.55

.86
.87

.29
.37

.50

.37

.59

.26

.16

×

.11

.56

.34

.43

.51

.28
.67

.21
.49

.33

.43

.26

-.01

×
.79
.81

.59

.36

.40

×

個人
教學
效能
信念
0.71

×

.60

一般
教學
效能
信念
0.65

附錄二 幼兒園教師處理幼兒在校行為問題之正式
幼兒園教師處理幼兒在校行為問題之正式問卷
之正式問卷
親愛的幼教工作夥伴，您好：
本問卷是想了解幼兒園教保人員在面對幼兒的行為問題時，所抱持的看
法及因應策略，希望藉由此研究成果來探究與建構教師在處理幼兒行為問題
之歷程模式。本問卷共分為四部份，煩請依個人的意見與平時的情況進行填
答，您所提供的意見僅進行團體資料分析，並謹守研究資訊保密原則，請您
放心填答。
感謝您百忙之中撥冗填答此問卷，您寶貴的經驗與寬宏的分享，將使本
研究更能體會老師輔導幼兒行為問題之複雜歷程，並有機會成為輔導幼兒行
為的實證依據。唯有您的支持，本研究才能順利進行，再次謝謝您細心地填
答。耑此，敬祝
教祺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郭彩虹 敬啟

第一部份：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請依您個人實際狀況在下列適當選項的空格內打「ˇ」
，每題均請填答。
1.您的教學年資是：□(1)未滿一年；□(2) 1~5 年；□(3) 6~10 年；□(4) 11~20
年；□(5) 20 年以上。

第二部份：
部份：幼兒行為小故事
說明：下列是一則在幼兒園教
在幼兒園教室
在幼兒園教室內常見的幼兒行為問題
常見的幼兒行為問題的情
的幼兒行為問題的情境
的情境故事，請先仔細地
故事
閱讀故事內容，然後依
依照您對
照您對故事內
故事內容的看法，依序回答後面的四個問題
序回答後面的四個問題。
的四個問題
問題主要是要請您想像
請您想像自
請您想像自己就是故事中主
己就是故事中主角
中主角幼兒（
幼兒（安安）
安安）的老師，然後針
的老師
對故事中所發生的幼兒行為去思考問題，每一題答案均按照同意程度分為
六個等級，請圈選
圈選出一個符合您想法或作法的數字選項。這些問題沒有絕
圈選
對的正確答案，請您就個人的想法直接填答即可。

安安是您任教的幼兒園的學生，某一天的自由活動時間，所有的幼兒正
在教室內玩玩具，安安走到一群正在玩積木的小朋友旁邊，伸手拿走他
們的積木，其中一位小朋友立即搶回積木，安安用手將小朋友推倒在
地，接著一直搥打對方身體很多下。您目睹了安安搶奪玩具，然後打人
的行為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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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您認為是什麼原因
什麼原因造成安安出現這個行為
什麼原因
問題？請評估這些原因發生的可能性程度，逐
題圈選
圈選一個符合您判斷程度的數字選項。
圈選

完不有有同非
全 點點 常
不同不同 同
同 同
意意意意意意

1. 因為幼兒先天氣質的不同………………………………

1 2 3 4 5 6

2. 因為幼兒模仿或學習別人的行為………………………

1 2 3 4 5 6

3. 因為幼兒本身的人格特質………………………………

1 2 3 4 5 6

4. 因為幼兒對社會能力學習的努力不夠…………………

1 2 3 4 5 6

5. 因為幼兒想引起他人的注意……………………………

1 2 3 4 5 6

6. 因為幼兒的天資或遺傳因素……………………………

1 2 3 4 5 6

7. 幼兒可以控制自己讓行為不要發生……………………

1 2 3 4 5 6

8. 造成此行為問題的原因，只有短時間會出現影響幼兒，
是不穩定的……………………………………………… 1 2 3 4 5 6
9. 造成出現此行為問題的原因，會一直持續影響幼兒以後
1 2 3 4 5 6
的表現……………………………………………………
10. 此行為問題發生的原因，不是幼兒個人可以控制的…

1 2 3 4 5 6

問題二、當安安出現此行為問題時，您有什麼樣的
情緒反應？請逐題圈選
圈選一個符合您情緒感覺
情緒反應
圈選
程度的數字選項，1 代表完全不會、逐號增加
程度，6 代表非常會。

完 有有 非
全不點點會常
不會不
會 會會 會

1. 您感到生氣……………………………………………… 1

2

3

4

5

6

2. 您感到同情……………………………………………… 1

2

3

4

5

6

3. 您覺得可以同理他的情形……………………………… 1

2

3

4

5

6

4. 您覺得氣憤惱怒………………………………………… 1

2

3

4

5

6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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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當安安出現此行為問題時，您有什麼想
想
法？請您逐題圈選
圈選一個符合想法的同意程度
圈選
數字選項。

完不有有同非
全
點
點 常
不
同
不
同
同 同同
意意意意意意

1. 我覺得安安是故意的……………………………………

1 2 3 4 5 6

2. 我認為安安知道此行為的後果…………………………

1 2 3 4 5 6

3. 我認為安安要為自己的行為負最大的責任……………

1 2 3 4 5 6

4. 我認為安安知道其他避免此行為發生的方法…………

1 2 3 4 5 6

5. 我對安安能改善此行為問題，抱有很高的期望………

1 2 3 4 5 6

6. 我覺得安安下次不會再犯………………………………

1 2 3 4 5 6

7. 我期待安安的行為問題會有所改善……………………

1 2 3 4 5 6

8. 我認為安安的行為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1 2 3 4 5 6

問題四、面對安安的行為問題，您會有什麼因應作
因應作
法？請您逐題圈選
圈選一個符合您作法同意程度的
圈選
數字選項。

完不有有同非
全 點點 常
不同不同 同
同 同
意意意意意意

1. 口頭責備…………………………………………………

1 2 3 4 5 6

2. 暫時隔離…………………………………………………

1 2 3 4 5 6

3. 取消玩玩具的權利………………………………………

1 2 3 4 5 6

4. 出面協調幫助……………………………………………

1 2 3 4 5 6

5. 施予懲罰…………………………………………………

1 2 3 4 5 6

6. 常規示範與指導…………………………………………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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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教保工作能力知覺問卷
說明：以下題目主要是想瞭解您
您對自己
對自己進行幼兒園教保工作的
進行幼兒園教保工作的看法。1 代表非常不
同意；2 代表不同意；3 代表有點不同意；4 代表有點同意；5 代表同意；6
代表非常同意。請在每一題的後面圈選適當的數字，以代表您個人對該題
同意的程度。這些問題沒有絕對的正確答案，請您就個人的想法直接填答
即可。

完不有有同
全 點點
不同不同
同 同
意意意意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不知道應該如何適當地處理班上幼兒爭執的情形……… 1

2

3

4

5

6

2. 對於班上幼兒的問題行為，我不知道如何輔導…………… 1

2

3

4

5

6

3. 若班上有幼兒不喜歡上學時，我有把握可以改善這種情形 1

2

3

4

5

6

4. 要同時兼顧到班上每位幼兒的各種反應與需要是一件很難
的事…………………………………………………………… 1

2

3

4

5

6

5. 幼教老師很難矯正幼兒不良的生活習慣…………………… 1

2

3

4

5

6

6. 幼教老師很難去改變家長不當的教養觀念，以利幼兒學習 1

2

3

4

5

6

7. 假如幼兒在家裡不受管教，他們也不會接受老師的管教…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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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專家效度團隊
專家姓名

工作單位與職稱

專家背景

周素珍老師

苗栗縣森杰幼兒園教師

資深幼兒園教師

陳芷柔老師

苗栗縣森杰幼兒園園長

幼兒園主管

黃思琪老師

苗栗縣名人幼兒園教師

資深幼兒園教師

謝曼盈老師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幼兒保育

博士級助理教授

系助理教授
羅瑋萱老師

蘇月媚老師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兒童與家

曾參與教育部輔導幼兒園計

庭服務系兼任講師

畫之有經驗的專家學者

苗栗縣名人幼兒園園長

幼兒園主管

註：依姓氏筆畫數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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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行為問題事件取樣記錄表
※行為觀察紀錄－以『觀丙 1001202』資料為例
日期：100/ 12 / 02
星期 五
班級：
（丙） 人數：16
時間： 9:40
〜 10:10
情境說明：
幼兒在教室內各角落進行學習活動。

情境示意圖：

閱讀
區

白板
玩積木區

扮演區

幼兒工作櫃/教具櫃
桌子
老師桌

時間
9:45

紀錄內容
G 男左手拿一台小汽車模型高舉過頭，N
男伸直手要拿它，一邊伸手要拿一邊發出
ㄡˋ的聲音，老師見到出聲問:「那是誰的
車子?」
，G 男將拿小車子的手放下，小車
子掉到地上，N 趕快去拿。

研究者說明
老師試圖用詢問所有權
的方式來幫他們解決糾
紛。

9:54

N 男離開積木區，車子遺留在地上。
其他幼兒指著小車子說:「ㄛ，你不要了
唷」
，L 男將小車子拿起來，B 走回積木區
搶回小車子，又把它丟到地上，L 又去拿，
B 在拿回丟到地上，說:「不要拿他啦」
，並
用腳將小車子踢開，不讓 L 拿，L 又要去
拿，N 左手輕打坐在地上的 L 的頭一下，L
沒有生氣，笑著說:「愛生氣!」
，沒有再去
拿。

N 不想玩小車子，但又
不要別人碰他的玩具，
希望玩具放在地上，別
人都不要碰它，不只丟
玩具、踢玩具，甚至輕
打對方的頭來阻止。
被打的 L 沒有生氣，用
同理的語氣來回應 N 的
攻擊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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